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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少數族群對多數族群的強勢支配 

比利時與台灣境內的族群關係，剛開始都是居人數較少的少數族群取得對多

數族群的優勢支配地位。本章將先回顧少數族群如何取得優勢地位的歷史背景，

限制多數族群取得政治權力的制度因素，以及少數族群對多數族群強勢支配的特

徵，然後做相互比較分析。在內容的安排上，第一節將先回顧比利時少數法語族

群的優勢支配，第二節則回顧在台灣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掌控，第三節針對比利時

與台灣少數族群對多數族群支配的比較，第四節則做本章的小結。 

第一節  比利時的法語優勢與法蘭德斯運動的興起 

比利時法語族群在獨立建國後能以少數族群居優勢統治地位，有相當大的原

因和其過去歷史背景相關，因此本節的第一部份將回溯比利時獨立前的歷史，同

時說明族群界線的緣由。其次，分析法語族群在獨立前後取得優勢地位的原因，

以及獨立後支配的範圍和造成的影響，最後探討居多數的荷語族群在面對少數支

配後的反應與作為。 

壹、比利時獨立前的歷史回顧（1830年之前） 

比利時雖是一八三○年獨立後才建立的國家，但其歷史可追溯至數個世紀之

前。比利時因位處狹長又富戰略性地位的北歐洲平原（North European plain）之
上，因此歷史上不同民族的征戰與統治，造成對該國社會、政治及宗教文化等各

方面有深刻的影響。瞭解這些歷史起源，對於要認識當代比利時的複雜性是個相

當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是，這些不同的影響造就出比利時的多樣性甚於一致性

，而在比利時人的歷史記憶中，彼此間的衝突亦遠勝於各族群塑造的共同經驗。

因此，以下將分兩部份回顧比利時歷史，一、從羅馬人統治開始回溯，後經勃艮

地公國、西班牙、奧地利、法國、荷蘭的佔領與統治，二、簡述荷蘭統治到比利

時獨立這段時期的背景與過程。 
 

一、比利時歷史的回溯 

比利時歷史可上溯至羅馬時期。西元前五七至五二年間，凱撒（Julius Caesar
）征服比利時，在這之前那裏曾居住了六個不同塞爾特人（Celtics）部族。基本
上在高盧‧比爾格卡（Gallia Belgica）行政區就涵蓋了當今的比利時國境。羅馬

人在此建立了秩序與政府，以及良好的交通網路與貿易，其有效統治直至五世紀

。三世紀時即有基督教的傳入。然而，比利時諸省位於帝國進出的要津，因此早

在西元二七五年即遭遇到法蘭克人（Frank）的攻擊。為了保護偏遠的地區，羅

馬帝國採懷柔政策，藉同盟方式並允許萊茵河地區的法蘭克人（Rhenish Franks
）移入比利時境內的北部及西部定居，而高盧—羅馬人（Gallo-Roman）則留在



族群衝突與政治整合 

48 

比利時境內南方，因而形成了至今仍存在的語言界線。 
西元四至五世紀，日耳曼民族大遷徙之後，比利時境內呈現部落林立的態勢

，稍後則遭法蘭克王國（Frankish Kingdom）所征服。然而因為沒有強有力的領

導，因此一直陷於混亂與失序的狀態，至八四三年「凡爾登條約」（Treaty of Verdun
）簽訂之後，法蘭克王國一分為三，分別是：一直延伸到當今法蘭德斯的法蘭克

王國（Frankish Kingdom），東法蘭克王國（Francia Orientalis），和稍後在八五五
年再次分裂的中法蘭克王國（Francia Media）。這一個王國被建立在義大利，另

一個是在普羅旺斯（Provence）及勃艮地（Burgundy），第三個則在大海、萊茵 

 
圖 3-1：歐陸西北部語言區界線（Murphy，19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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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及默茲河（Meuse）之間，含蓋了大部份今天的瓦隆尼亞（Wallonia）。因此，
在八四三年或者更確定地說是在八五五年，往後一千年的歷史就此決定了：一個

世俗化的敵對就在兩個主要法蘭克王國的繼承者之間產生（也就是日後的法國與

德國），而中間王國則是主要的受害者。 
自凱撒征服比利時至第九世紀為止，比利時已顯現出若干重要特質。首先，

文化與語言的界線至此已告確立。其次，因所處的地理位置，經常成為他國覬覦

爭奪的目標，而無法掌控自身的命運，故具有「歐洲戰場」（the cockpit of Europe
）的特質。比利時的這些特質，往後反覆出現在其歷史發展的進程中（Fitzmaurice
，1996：6-7）。 
十二世紀之後，低地國（Low Countries）逐步瓦解成許多地區性的公國（

dukedom），例如：勃拉邦特（Brabant）、埃諾伯爵領（the comtés of Hainaut）、
盧森堡（Luxembourg）、林堡（Limburg）、列日主教區（principality of Liége）。
至十四、十五世紀，勃艮地公國（the Dukes of Burgundy）興起，一四三二年「

善良者」菲力浦（Philippe le Bon）藉著一連串的婚姻關係，統合了澤蘭（Zeeland
）、荷蘭（Holland）及埃諾（Hainaut），在臺夫特協約（Concordat of Delft）之後
，一四二九年取得了那慕爾（Namur），一四三○年取得勃拉邦特，一四四一年

買下盧森堡公國（Duchy of Luxembourg），除了列日以外，整個低地國全部納入

「善良者」菲力浦統治之下。之所以能夠造成低地國相當程度的統一與中央集權

，彼此間逐漸增加的貿易和缺少貿易障礙是最主要原因。 
一四七七年勃艮地公國繼承人瑪莉公主（Marie）嫁予奧地利的馬克西米連

（Maximilan），此為奧地利哈布斯堡王朝入主尼德蘭的開始。一四八二年瑪莉身

亡，其子菲力浦（Philippe de Clèves）因年僅四歲，馬克西米連乃成為攝政王。

一四九三年馬克西米連成為神聖羅馬帝國的皇帝（Holy Roman Emperor），翌年

菲力浦即位開始統治尼德蘭（Netherlands），他一改其父先前的擴張政策，對外
儘量保持中立。一四九五年菲力浦與西班牙王室聯姻，在西班牙國王繼承人唐璜

（Don Juan）猝死後，菲力浦按順位成為西班牙王位接班人。一五○六年菲力浦

過世，其子查理五世（Charles V）成為繼承人（此時年僅六歲）。一五一七年查

理五世正式即位，成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擁有者（統理地區包括：西班牙、

那不勒斯、薩丁尼亞、西西里以及西屬美洲的土地），以及勃艮地公國的繼承人

，一五四二年他因是馬克西米連之孫的血緣，再被選為神聖羅馬帝國的皇帝，因

此同時成為三國的統治者。 
由於哈布斯堡王朝的擴張野心，在十六世紀前葉共發動五次戰爭，低地國則

在後三次戰爭中被捲入。當戰爭結束時，法蘭德斯脫離了法國的控制，和吉德蘭

（Gelderland）、烏特勒希（Utrecht）、佛里斯蘭（Friesland）一起被併入西班牙
帝國。一五四八年帝國議會（Imperial Diet）採納奧格斯堡協議（the Augsburg 
Transaction），低地國在帝國內可完全獨立，他們唯一的義務是提供防衛土耳其

所需的軍隊，而帝國則在法國軍隊入侵時予以協防以資平衡。到了十六世紀中葉

，低地國已經完全達到其領域的內涵，不再受到任意的改變。從此時期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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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聯省」（Seventeen Provinces）的名稱，所指涉的即是今日的比利時、荷蘭與盧

森堡（Fitzmaurice，1996：8-13）。 
 
 
 

 
圖 3-2：一六四八年明斯特和約後的低地國（Deprez & Vos，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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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五五年查理五世遜位，西班牙國王菲力浦二世（Philip II）繼承為低地
國的統治者。他對轄區提出兩項施政優先，一是境內採絕對主義並且要朝西班牙

化方向發展；二是反宗教改革，對異教徒要採嚴厲鎮壓措施，低地國北部的喀爾

文教徒，因而受到嚴重迫害並大規模移民。過了十二年，北部諸省終於在一五六

七年爆發革命衝突。一五七九年北部七省和部份法蘭德斯城鎮簽署了烏特勒希同

盟（Union of Utrecht），正式將低地國劃分成比利時與荷蘭南北兩部份。經過卅

多年間續戰爭，西班牙控制了南部，卻無法降服北部；一六○九年的停戰協議，

可視為是北部七省的獨立獲得西班牙事實上承認（de facto recognition）。一六四

八年明斯特和約（Peace of Münster）的簽定，西班牙則正式承認北部聯省（United 
Provinces）的獨立（Zolberg，1978：101）。爾後得到十九世紀初維也納會議，南
、北低地國在列強的安排下才再度統一。 

在八十年斷斷續續的戰爭及宗教迫害，導致南部低地國境內大受摧殘，雖有

若干工業如紡織業等蓬勃發展，然其他方面則受害不輕，例如許多新教徒因受宗

教迫害而移至他國，以致除布魯塞爾以外的所有城鎮人口大量流失，農產量亦大

幅降低，必須從敵國荷蘭購買所需糧食。商業活動自然也受到很大的波及，貿易

量急遽銳減。這樣的情況，直到奧地利哈布斯堡王朝掌控南尼德蘭政權後才有所

改善。 
十七世紀中葉，法王路易十四（Louis VIX）即位，全力對外開拓法國疆域

，西屬尼德蘭亦為其目標之一。自一六六七年始，法軍五度入侵西屬尼德蘭，直

至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終止，於一七一三年簽署烏特勒希條約（Treaty of Utrecht
），決定將西屬尼德蘭劃入奧地利哈布斯堡王朝版圖內，此後便改稱為奧屬尼德

蘭。之後，除了在奧地利王位繼承戰爭期間（1740-1748）有短暫的騷動外，尼
德蘭南部諸省暫時沒有再受到外力的侵犯，平靜的環境提供了快速發展的機會。

而奧地利統治者亦較以往的外來統治者更為仁厚，致力於經濟重建，使小鎮人口

數回昇，交通基礎建設漸次發展，南部煤礦、冶金、石板瓦、紡織開始邁入工業

化，奧斯登（Ostend）港口蓬勃發展，一切顯得相當繁榮。 
一七八一到八二年奧地利皇帝約瑟夫二世（Joseph II）著手宗教與世俗的改

革，包括主張宗教容忍、引進世俗婚姻制、主教訓練所的關閉、建立新的行政及

司法機構、傳統封建議會權威的降低等。然而這些改革並沒有引起太多的歡迎，

反而是激起了廣泛的反對。其中一派是由諾特（Van de Noot）所領導，他們大部

份是貴族、教會團體尋求保護既有的特權；另一派是由馮克（Vonck）、梅爾希（
Van der Meersch）所領導，他們在政治上較進步，主張在第三級議會引進更廣泛

的投票權，但他們大部份都不是反教會的；另一小股力量是由列日的律師

Doutrepont所領導，立場較激進、也反教會。一七八九年十二月爆發勃拉邦特革

命（Brabant Revolution），梅爾希領導的軍隊攻陷布魯塞爾。一七九○年一月所

有議會代表於布魯塞爾集會，這是自一六三二年以來的第一次，會中並宣布籌組

比利時合眾國（Confédération des Etats Belges Unis / United States of Belgium），不

再承認奧地利對南方尼德蘭的主權。此外，教會和議會的權力被恢復，新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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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其權力是受限制的，代表主權的國會有九十名成員。然而，這叛亂集團的組

合僅存在非常短暫的時間。因為這些代表大部份是教士、貴族、行會董事，主要

的興趣在維護天主教和他們古老的特權，對於制定一部較進步的憲法毫不感興趣

；因此，到了四月由馮克所領導的派系被攻擊為反教會，成員紛紛被驅逐或下獄

監禁。 
約瑟夫二世於一七九○年二月去世，新繼任的奧皇利奧波二世（Leopold II

）對叛軍提議，給予在帝國內國家自主權的地位。然而此提議並未獲接受。於是

奧皇聯合法國與普魯士出兵，同年十二月即攻陷布魯塞爾，奧地利重新掌握了對

南尼德蘭的控制權。南部尼德蘭的革命雖未成功，但它的意義在於對「比利時」

的國家式之認同，一種由比利時人的自我覺醒形成之「民族主義」（張淑勤，民

國 92 年：421）。此外，在這短短的一年中，比利時境內自由派與天主教勢力不

斷的鬥爭，這種場景在十九世紀仍將持續不斷的上演（Fitzmaurice，1996：13-21
）。 
法國大革命對比利時亦造成影響，比利時的命運隨著革命及拿破崙戰爭發展

而起起伏伏，直到維也納會議列強為了創造荷蘭這塊緩衝地，才把它列入考量，

至於比利時本身的利益則再次遭到漠視。一七九二年十一月法軍一度攻佔奧屬尼

德蘭，但翌年三月即為奧軍收復並恢復舊制度（ancien régime）。一七九四年六月

法軍再度擊敗奧軍，一七九五年十月奧屬尼德蘭正式被法國所兼併。法國基於統

治的方便，將整個奧屬尼德蘭重新劃分為九個區，並廢除所有大小公侯國的名稱

及列日主教區（Prince-Bishop of Liege）。語言政策上也以法語為正式官方語文，
大力推動所謂的「法國化」，以法蘭德斯語書寫的東西幾乎沒有被正式出版的機

會；對布爾喬亞階層來說，法語當時是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的語言，瓦隆尼亞

地區原來就視法語為母語，因此未造成大問題（張淑勤，民國 92 年：421-422）
。然而，隨著拿破崙光榮革命戰線的延長，其花費在軍備與人力的代價逐漸昇高

，除了紡織與鋼鐵的實業家可從中牟利外，法國的統治愈來愈不受比利時人的歡

迎，因此間歇有部份政治人物發動獨立的鬥爭。 
拿破崙戰爭結束後，列強為防範法國勢力再起，決議自一八一五年將奧屬尼

德蘭（比利時）併入尼德蘭共和國（荷蘭），成立新的尼德蘭聯合王國（The United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但荷蘭國王威廉一世（William I）的同化政策完全
失敗，主要是因荷蘭和比利時在經過兩個世紀的分隔之後，在語言、宗教、教育

、經濟、生活方式或民族性上都有所差異。再加上當時國際上的革命氣氛、浪漫

主義及自由主義的環境，終導致比利時的革命。統一不過十五年的南、北低地國

再度走上分離的道路，比利時並因此成為獨立的國家。 
 

二、比利時獨立前後的歷史 

一八三○年附近，比利時正處於從農業社會轉向初期的工業化社會。紡織工

廠主要在根特（Ghent） 和維爾維埃（Verviers），煤鐵工廠則在列日（Liege）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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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諾（Hainaut）快速發展。荷蘭政府對資本主義的發展予以支持，資本主義的

力量則控制著比利時。在幾個主要的港口，商人們正利用工業化趨勢，積極與荷

屬東印度公司從事殖民貿易，因而快速累積財富。工業部門則從非商業部門及農

業部門汲取剩餘積極發展。土地不動產仍是投資的主要選擇，至於農耕仍舊僱用

大多數的勞動人口。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擁有土地的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地主乃

成為主要的受益者，很明顯的這是威廉一世統治下有意的政治安排。國家的第一

議會（First Chamber of the States-General）是屬於貴族階級，而貴族們對第二議
會（Second Chamber）亦有相當的影響力。部份工業及商業高資產階級在一八三

○年之前已成為政治菁英，而經濟政策又證明威廉一世對他們是如此的優渥。因

此，工業及商業高資產階級一點都不希望政府有任何的改變，他們沒有任何經濟

上的理由去破壞現狀，成為反對派核心或是革命份子。 
比利時的革命事實上是中產階級的暴動，這些人有著同樣的不安，他們害怕

被排除於政治之外。他們之中部份人的地位僅較勞工階級略高而已，但也未高到

足以能夠行使真正的政治權力。他們認為自己能夠成為政治體系的部份，並且有

能力提出他們的政治主張。這個向上流動的異質性團體，包括知識份子、老師、

富有的工匠、新聞記者、公僕、貿易商等。他們提出社會及政治改革的要求，並

成為一八三○年革命的先鋒。而要贏得政治立足點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打破威廉

一世威權統治的權力。這些知識階級將他們的不滿轉化為具體的要求，包括主權

在民、責任內閣的國會制度、以及對重要權利的承認等；這些理念完全是基於十

八世紀末期的革命年代。當中產階級抵抗行動面臨關鍵的時刻，相當仰賴於其他

也有不滿的部門或階級的支持，而貿易商、小企業家，來自紡織業、煉油、釀酒

等產業的工匠則全給予支持。他們批判高昂的賦稅政策及政府對新的、機械化的

產業過多的補助。而貴族也大部份支持革命，因為他們覺得威廉一世對他們做得

不夠多，對農業也是如此。 
而在最上層，國王與牧師也不和。當羅馬教皇與各國政府間訂定有關宗教事

務協定範圍時，威廉一世和教會為了憲法承認有不同宗教、世俗化教育政策、以

及由國王指定主教等議題有過激烈的爭論。部份牧師和天主教地主深信，一個新

的國會政體將會重新恢復牧師在天主教社會中崇高的地位；其策略是基於「為宗

教及教育自由而奮鬥，將會使他們免於政府的控制」的觀念。自由的中產階級和

天主教力量在策略利益上的吻合，以及天主教和自由主義者共同肯定一八二七年

「工會主義者」聯合起來去抗拒荷蘭的支配。這種種的作為與過程，使得比利時

牧師在政府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不可低估。 
勞工階級也同樣宣稱，經濟墨守成規，貿易和工業正陷入停滯，不再成長的

機械化、欠豐收、物價高漲，以及一八二九至一八三○年嚴竣的冬天，這些加總

起來使得民眾生活相當貧困。對革命者而言，這是相當好的機會去動員沒有組織

、不滿意的階級，並且將它列出以利於全國性的運動。 
點燃一八三○年革命能量的是知識中產階級。他們建立起行動團體，創立反

對黨網絡，並且控制每一個城市內的反抗委員會。他們組織反對立場的報紙、抗



族群衝突與政治整合 

54 

議的行動，以及獲大部份人口支持的請願活動。他們的政治判斷表現在，利用一

八三○年八月的社會騷動來煽動革命之火，有效控制理應鎮壓革命的地方軍隊，

並且締造出一個有權力的革命中心。當威廉一世的制度解體，他們則開始掌控，

而在荷蘭軍隊撤退之後，他們就建立起自己的權力。 
比利時革命的成功很難說是決定於諸多防禦攻伐，或布魯塞爾城市公園單一

事件。在九月份那幾天的布魯塞爾僅看得到街頭混戰，而荷蘭軍隊也沒有真正被

革命軍所擊潰。荷蘭指揮官將軍隊撤離以避免發生激烈的浴血衝突，而終止政府

與反抗者達成和平協議的希望。然而，不願妥協的威廉一世則不願給協商任何的

機會；而為了嘗試保留其南部的領土與資產，他派遣王子去安特衛普港駐守。不

幸卻發生荷蘭軍隊炮擊安特衛普事件，此舉也等於摧毀了連接南部與北部的政治

橋樑，更證明了威廉一世戰術與策略上的錯誤，並立即造成對革命運動的影響。

威廉一世關鍵行動上的失敗迫使歐洲強權，特別是英國，介入衝突之中。 
荷蘭聯合王國是在一八一四年建立，它作為法國和可快速到達英國影響範圍

的緩衝國家。歐洲強權因為害怕另一次的戰爭會給歐洲大陸帶來動亂與無政府，

所以他們尋求避免比利時的革命轉變成國際衝突。一個獨立和中立的比利時是最

好的解決之道，並且這個新的國家必須採取和荷蘭一樣的角色，即作為戰略性的

緩衝地區。至於在最上層次的立國精神等方面，許多決策者支持自由主義的精神

，他們希望創建一個新的自由的國家，工業的及金融的資本主義可被允許繁榮發

展。一八三一年七月廿一日，親王利奧波（Prince Leopold of Saxe-Coburg）在英
、法的支持下，正式宣誓就任比利時國王，並且宣稱為永久中立國。威廉一世則

一直不肯承認比利時的獨立，直迄一八三九年為止（Witte & Craeybeckx & 
Meynen，2000：18-25）。 

對於比利時於一八三○到三一年能夠獨立，學者認為是以下三個偶然因素匯

合而成的。第一，「反對勢力的聯合」帶來了暫時性的連結，將最重要的政治及

經濟勢力的利益及資源統整起來，諸如省級的貴族、教士以及正興起的資產階級

。其次，獨立運動符合幾個主要強權國家的外交政策。尼德蘭聯合王國是維也納

會議中由幾個強權國家協議所產生的，比利時九個省也是組成尼德蘭的一部份，

然而在面對這次挑戰，尼德蘭並未獲得強權國家的支持。第三，普遍性的政治動

員程度相當低，少數菁英在建構意識方面的努力，是以協和的方式共同團結在諸

如：憲法、君主政體、政黨等的政府或政治結構下（Heisler，1974：188）。 
至於比利時的獨立，雖然有人認為這是強權國家妥協下的產物，是個純粹的

人造國。但也有學者認為，目前的比利時王國其基礎被發現是在南低地公國（in 
the principalities of the Southern Low Countries）。在十五、十六世紀，勃艮地公國

逐漸集合這些公國，並且與北低地國的領土，組成一個大的聯合體，分享相同社

會--經濟的文化和主權。事實上，舊的勃艮地國家其組成就包含說法語的及說荷

語的。目前的九個省份是承繼自舊公國，而它們是早先於比利時國家的存在。已

經超過一千多年，並且直到最近，每個公國（也就是後來的九個省）的每年議會

，由統治者宣布開議，其先是以西班牙國王之名、然後以哈布斯堡皇帝之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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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最後（從一八三○年）以比利時國王之名（Senelle，1989：51-52）。這項傳統
顯示，比利時的歷史是一脈相承，源遠流長。即便不追溯自亙古，一七八九年的

「勃拉邦特革命」，亦流露出明顯的比利時意識，法國兼併時期也出現過反抗法

國人統治的行動，一八三○年的革命更包含中產階級、牧師、知識份子、貴族及

普羅等各階級，比利時獨立的本質是一個民族國家層面的革命（張淑勤，民國

92 年）。 
 

貳、法語勢力的支配與影響 

比利時境內有說法語、說荷語1及說德語三種不同族群的人，由於使用語言

的不同，因此引起許多的衝突。然而，比利時國內的衝突並非、事實上也絕非是

單純的語言或甚至是社群（community）的衝突。法語是支配性資產階級所使用
的語言，他們以符合自身的想法及利益掀起一八三○年的比利時革命，並且控制

整個由革命成功而來的國家。對他們來說，法語的具支配性是中央集權及國家建

立過程的一部份，並且由於這個理由產生了許多語言的偏見，而在稍後逐漸引發

法蘭德斯運動的反抗行動。因此，從一開始，衝突即是一個政治的和社會經濟的

，以及語言的問題（Fitzmaurice，1999：87；Covell，1985：239）。語言衝突也
許是最明顯的衝突表現形式，也最容易被察覺到，但真正影響的層面與範圍，絕

對是擴及族群間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認同等各層面。 
早在一七九五年法國併吞法蘭德斯之前，政府部門服務所使用的語言就是法

語（Urwin，1970：322）。事實上，在經過哈布斯堡王朝近三世紀的統治，法語
在比利時境內各省已處於較優勢的上昇地位。在法國佔領期間，比利時全境被迫

接受同化政策及朝向「法國化」方向發展，法蘭德斯語及文化受到系統性地壓抑

（Heisler，1974：188）。從上到下，法語很穩定地深入法蘭德斯的社會結構，它

變成一種地位象徵、並且成為貴族、高資產階級、知識階層在社會及文化面所採

用的流行用語，對法蘭德斯資產階級及較富有的中產階級，它則是社會晉昇的工

                                                 
1 荷語（Dutch）是法蘭德斯社群（Flemish Community）的官方語言，在一九七三年十二月十日的
法律公佈。這官方式的選擇並進一步獲得制度化的肯定，是經過法蘭德斯（Flanders）、比利時
及荷蘭於一九八○年九月九日所簽署的語言聯盟條約（Language Union Treaty）。語言聯盟主要
目的，是要為荷蘭及法蘭德斯發展共同的語言政策。然而，承認荷語是法蘭德斯的官方語言，
並不意味法蘭德斯的荷語和荷蘭的荷語是沒有差異的。一般來說，法蘭德斯和荷蘭的荷語的差
異，就類似於英國和美國的英語的差異。這最大的差異就是發音（pronunciation）。 
在這兩者之間，還有些語彙上（lexical）的差異，但由於媒體和教育因素，共同的標準化這些
差異已愈來愈普遍化。關於句子結構（syntax），這些差異更是小到不值得一提。實際上，法蘭
德斯與荷蘭採用相同的字典 Van Dale 及文法 Algemene Nederlandse Spraakkunst，作為他們語言的
共同規範。 
然而這並不代表標準的荷語已普遍用於所有地方。相反地，地方方言仍被普遍使用，特別是法
蘭德斯比荷蘭使用的多；在法蘭德斯，即使進入廿世紀，荷語的地方語言仍是支離破碎單獨的
存在，而標準化的語言則是法語。由於北方的比利時夾雜著外來口音，因此今天標準化的荷語
不論在說或寫，在法蘭德斯地區仍無法完全擺脫法語因素的干擾。因此，假如說法蘭德斯語（
Flemish）是一個單獨的語言那是錯的。法蘭德斯語並非是單一的語言，它的存在是結合許多地
方語言。從這個角度來說，在比利時的法語人口稱法蘭德斯人（the Flemings）說的語言是法蘭
德斯語而非荷語（Beheydt，1995：48-49）。 



族群衝突與政治整合 

56 

具。至於法蘭德斯的本土語言則被推下社會階梯，成為較窮的中產階級、農民、

工人所使用（Witte & Craeybeckx & Meynen，2000：44）。 
當法國統治崩潰後，維也納會議決定要將比利時和盧森堡合併在尼德蘭王國

之下時，人們即預期可能出現一個快速又急迫的語言政策之轉變----改採用荷語
。然而，快速的轉變未發生，反而是延誤的、膽怯的語言政策，可能是更佳的形

容辭。事實上，在一八二三年（此時比利時合併在荷蘭統治下已過了九年，而在

不可預知將結束統治的前七年），威廉一世決定強迫在政府機關、法院、法蘭德

斯省份的學校使用荷語，於南部各省則限制政府部門及教育單位使用法語。對於

該項語言政策，富有的法語資產階級表示反對為意料中之事，但令人驚訝的是連

一般民眾也反對，此乃由於深具影響力的天主教牧師積極反對所致，他們害怕來

自北方的荷語將會為基督教的文學及意識型態鋪路，使天主教的影響力降低（

Krejčí and Veímský，1981：102-103）。從比利時歷史發展與語言環境來看，革命

前法語已佔了較優勢的位置，而荷蘭王室在統治期間推動語言政策時又遭遇困難

重重，此不啻為獨立後的語言地位高低預作宣判。 
一八三○年革命之後，雖然說法蘭德斯語的與說法語的熱心人士對比利時的

文化皆有貢獻。但從一開始，兩種語系就面臨不同的待遇。比利時第一部語言法

於一八三○年十一月十六日通過，它給予法語特權的地位，至於其他語言是每個

地方都大不相同。法語是國家唯一官方語言，適用於中央政府、國會、高等法院

及軍隊。法蘭德斯語和德語被降級成地方語言，與有限地方公共事務的角色一致

，是用來處理一般政府行政事務。這種獨尊法語為官方語言，被認為是國家建立

過程中很自然的步驟。建國者除了認定法語是優於法蘭德斯方言外，並考慮到國

家需要一個單一語言來型塑對它自身的認同（Fitzmaurice，1999：91）。另有學
者認為選擇法語作為官方語言，是基於以下三點考量：單一語言政策對於建立一

個穩定的國家是必要的信念（belief），確信法語作為一種文化語言其本身是優於
法蘭德斯或瓦隆尼亞的地方方言，以及熱愛祖國的一種情感（feeling）（Vos，1993
：133）。至於官方語言的決定過程，純粹是政治、經濟菁英及統治階級依其本身
利益主觀決定，至於客觀上語言使用者是否佔總人口數的多數，並不在考慮之列

。所以，根據一八四六年第一次的語言調查顯示，雖然說荷語的人口佔全國總數

的 57%，但卻並非居於官方語言的地位，而僅是地方語言。 
當比利時宣佈法語為國會、高等法院、中央政府及軍隊的唯一語言，法蘭德

斯的上流社會人士亦同時選擇法語作為他們的文化語言2，也因此使得法語成為

法蘭德斯法院的、地方政府及議會的主要語言。據估計，法蘭德斯的百分九十五

人口是說法蘭德斯語，但該語文在公領域的部份，卻僅被小學教育、下級法院、

小城鎮的議會以及對成年人普通教育用書籍所使用。資產階級就是利用及造成法

語的強勢地位，使人們認知比利時為法國文化領域的一部份（Vos，1998：83-84

                                                 
2 十九世紀佔支配地位的法語族群，除了居住在瓦隆尼亞外，也有相當多資產階級居住在法蘭德

斯的安特衛普、根特等大城市裏。直到廿世紀，法蘭德斯運動興起後，要求法蘭德斯境內採行

單語區，法語人士才逐漸減少或搬移至布魯塞爾首都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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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語和法蘭德斯語之間的不平等地位，發生最嚴重是在國家剛建立的前四十

五年（Mughan，1979：23）。這種反法蘭德斯語言及文化的偏差，很明顯的出現

在現代化過程具中心面向的教育領域。在這個快速發展的工業社會，不只是僅有

少數法蘭德斯人能夠接受小學教育，法律也直到一八八三年才通過公立中學得以

法蘭德斯語授課，並且直到一九一○年才能在私立學校授課。而直到一九三○年

比利時才設立單語法蘭德斯語的根特大學。事實上，當教育體系規定僅有初級教

育能使用法蘭德斯語，而這些受教育的學生又幾乎都是來自貧窮的家庭，這種說

法蘭德斯語和貧窮階級間的關聯性，深深烙印在許多法蘭德斯人父母的心裏。並

造成法蘭德斯語是次級的階級語言，是給次級階級的公民使用的心理傷害（Witte 
& Van Velthoven，1999：114-115）。當官方標準語言被制定並強迫用在弱勢族群
的身上，隨之而來的即是對該居民的語言歧視；受支配的團體於是得在個人流動

及社會行動之間作一選擇。 
比利時政治及金融中心布魯塞爾，對於傳播法語有相當的助益。在革命之前

，布魯塞爾已經成為行政中心，擁有比法蘭德斯勃拉邦特其他城市更多的說法語

人口。法語在首都相當的流行，比在法蘭德斯的任何地方以及雙語共存地區還普

遍。荷蘭國王威廉一世並無法改變此種趨勢，並且在革命之後，一個公僕大隊的

到來（特別是教育及行政人員），確定了法語為首都統治的語言。瓦隆尼亞人的

陸續到來，以及外國的知識份子則進一步強化此種趨勢。唯一有系統抗拒語言政

體的是來自於兩個法蘭德斯作家團體。根特是一個學術的、法蘭德斯文學圈的中

心，它包括了 Jan-Frans Willems等許多著名文人，因為威廉一世十分的支持與提

倡法蘭德斯文化，因此革命前那裏有許多人是以從事文學創作為生。一個來自安

特衛普的作家團體則表示，未有過一個地方像如此自由的創作環境。Henrik 
Conscience和 Theodoor Van Rijswijck都屬於法蘭德斯藝術的及知識的自由創作

園地的一份子，他們以荷語來創作，建立起法蘭德斯運動的基礎。他們確保了荷

語成為比利時的文化語言，當新任的政府企圖將法蘭德斯地區完全的法語化時（

Witte & Craeybeckx & Meynen，2000：43-44）。 
在經濟及社會領域方面，一八三○到一八八○年比利時經濟的重心從法蘭德

斯移到瓦隆尼亞，從以小而分散的農村為主的紡織小企業，變成以大工廠為產業

中心的冶金生產，這種資本從北到南的轉移，加速了南部的工業化、卻也惡化了

北部的農業發展，其結果是造成法蘭德斯地區的經濟發展成為落後地區，大規模

的人口則移入繁榮、發展的瓦隆尼亞地區（Covell，1985：240-241）。在瓦隆尼

亞地區的勞動市場，則區分高級與底層的職業，即會說法語的高級白領階級與只

會說荷語的廉價勞工，法蘭德斯佬（Flamingants）就只能擔任勞工。這種剝削方

式，純粹以語言和族群做分野，宛如是種國內殖民政策。政治權力為一群資產階

級所壟斷，有投票權的菁英利用有利的地位，以法語文化塑造初成立的國家文化

。結果，所有想要進入社會及政治上層、政府任用以及白領職位，法蘭德斯的有

心人士及具特殊天賦者都得學習法語、逐漸的 “法國化”才行（Mughan，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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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因此，在一樣能力的條件下，不會法語的法蘭德斯民眾往往因為語文條件

，而被剝奪在前民主時期的領導權及許多重要權益，這種不公平後來逐漸引起法

蘭德斯人的抗議，並爭取自身的權益，而有所謂的法蘭德斯運動（Flemish 
Movement），這將再下一小節說明。 
建國後的獨尊法語，除了傷及北部法蘭德斯人的權益及情感外，事實上也有

其積極正面的意義與貢獻。比利時自一八三○年獨立以來，統一的局面從未受過

挑戰，學者就認為，這得感謝在國家南、北兩方有一個佔支配性地位的說法語中

產階級。因為當時的選舉制度係奠基於擁有相當財產權之上，它使得政府權力被

限制在少數的菁英。這使得南、北地區，原本在文化上及社經上的異質化，暫時

地被隱匿或至少在政治上未被呈現（Delmartino，1986：35）。而法語能夠持續居
於支配的地位，除了憲法的保障，也與當時以財產擁有權來限制投票權的制度有

很大關係，排除掉多數貧窮且說法蘭德斯語人的參政權（Murphy，1995：79）。
因此，一旦投票權的限制放寬，選民的結構發生改變，統治菁英的權力來源馬上

就有所不同，統治階層的本質也就會跟著發生變化，至少得更切實的反映選民的

觀感、利益與需求，法語具絕對支配的地位也才逐漸的發生鬆動。 
在一八四○年成立的比利時國會，包含眾議院和參議院；眾議員由人民直接

選出，參議員包括由人民直接選出、省議會選出及當然參議員三種。大體上參、

眾議員他們所關心都是以說法語的資產階級利益為主。至於有關法蘭德斯人的語

言權利與語言議題，只要選舉參與權仍被限制在一小部份的人口，則該問題將持

續被擺在政治邊陲位置。根據一八四六年第一次的語言調查，全國總人口數的

57%是使用荷語做為一般性語言，然而他們的權益並未獲得太多的關注，法蘭德

斯人的左鄰右舍持續數十年的穩定與落後，依舊是居住著本地的無產階級和貧窮

的鄉村人口（Zolberg，1978：109-113）。一八九三年投票權的限制放鬆，大幅增

加投票人數的基礎，但另方面卻也以財富、教育程度及年齡為基礎，給予部份人

士最多三票的複數投票權。至於每個成年男人都有同等質的投票權，得遲至一九

一九年才被批准。隨著投票權的擴大，政治權力得依照人口比例反映政治、經濟

資源的分配，才逐漸加大法蘭德斯人的權力與利益。 
 

參、法蘭德斯運動的萌芽和發展（1830年至 1914年） 

比利時有三項主要政治分裂，語言（荷語----法語）、宗教（天主教----自由
思想者）、以及社會經濟（左派----右派）（Frognier，1997：76）。比利時在建國

不久後，資產階級內部就發生嚴重分裂，主要的爭執是在宗教方面，鬥爭則是在

教育領域裏展開。 
比利時憲法於一八三一年二月七日公布，共有一百三十九條。政府體制為君

主立憲制。對於十九世紀初流行的自由主義原則，憲法第二章多所採納，包括人

身、出版、結社、教育、信仰等自由，家庭和財產的不可侵犯，請願權及法律之

前人人平等，都在憲法保障的範圍。而天主教會在國家獨立革命過程亦出力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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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爭取天主教會持續對新國家的支持，因此，新憲中對教會利益亦多所保留與

妥協。例如：憲法第一一七條規定，神職人員的薪俸和贍養費由國家支付。但第

十四條又保證人人都有信教自由；第十五條規定，不得強迫任何人用任何方法來

協助宗教的行為和儀式，甚至不得強迫任何人遵守宗教的休息日；第十六規定，

結婚應先舉行民法儀式，然後舉行宗教儀式（董希白，民國 26 年：154-182）。
在這樣一個宗教中立、教育自由的國家裏，又由國家財政來補貼神職人員薪津，

是互相充滿矛盾的。這種妥協的局面約經過十年後，大部份的天主教徒開始要求

人們應不容置疑地接受他們的宗教，並以此作為整個社會秩序的基礎。自由主義

者則要求把教會同國家截然分開，特別是在教育方面。 
在一八四○年初，天主教徒已控制了大約半數的初級學校。一八四二年國會

通過一項重要的學校法案，規定接受宗教教育是每個人的義務，同時已經存在的

學校（幾乎都是天主教辦的）收歸政府公辦，教職人員原封不動，教育財政由政

府支付。這種教會辦的學校卻由公款支應，引起自由主義者的強烈反彈。一八四

六年自由主義者組成自由黨，其政綱明確指出：文職官員須完全獨立，不受教會

控制，各級教育應施行世俗的而非宗教的教學。翌年，自由黨贏得執政權；於一

八五○年恢復學校的世俗教育；一八六一年全面採行自由貿易政策，此舉對城市

經濟發展大有助益，卻給農村經濟帶來相當大的傷害，使得農村地區成為稍後成

立的天主教黨忠實的支持者。一八六九年天主教徒成立天主教政黨，隔年贏得國

會多數上台執政。一八七八年自由黨重握政權，規定校內宗教教學只能於課外進

行。一八八四年天主教政黨獲勝，再次將上述規定顛倒過來，准許在課內施行宗

教教學，並且執政到一次世界大戰爆發（Huggett，1969：28-30）。總之，自一八
五○到一八八○年代，可說是比利時政黨意識型態鬥爭最激烈的時期3，而教育

政策則是主要的政治問題。 
然而在關係法蘭德斯人的語言議題上，卻未見兩大黨的積極投入。在比利時

剛建國的最初四十年，當自由黨執政或與其他政黨聯合執政時，對語言採用的問

題毫無改革。因為自由黨的支持者主要是講法語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對法蘭德

斯人在語言問題上的要求幾乎完全不同情。而天主教黨人，特別是講法語的高級

牧師，對此也不起勁，直到選舉權擴大之後，由於更需要法蘭德斯人的支持，才

開始對法蘭德斯人的要求較為關懷。而法蘭德斯人自己，對於語言採用的問題，

剛開始時大多數人也很冷淡。 
法蘭德斯運動給予法蘭德斯人族群認同，是基於以下兩種中心價值----共同

語言和共同偉大的過去。作家、語言學家及藝術家是法蘭德斯運動的肇始者，由

作家 J. F. Willems和 Hendrik Conscience共同領導，藉著文學圈、戲劇團及文學

作品來呈現它的文化面向。政治運動及語言統一則是剛開始的兩項工作。這階段

的支持主要是來自中產階級、牧師以及前荷蘭王室的支持者。該運動的第一次政

治活動是出現在一八四○年的大眾請願活動，由 J. F. Willems、F. A. Snellaert & 

                                                 
3 比利時的勞工黨於一八八五年成立，二次大戰後改名為社會黨，其主要的支持者以瓦隆尼地區

居多（Huggett，196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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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non J. B. David所發起，共有 13,000人的簽名支持。他們要求法蘭德斯語成

為法蘭德斯地區的法院、地方事務及地方官員，以及根特大學的通用語言。儘管

整個活動相當溫和，整個請求議題仍成為法蘭德斯運動的中心，並直到一九三○

年代（Fitzmaurice，1999：92）。 
一八四○年法蘭德斯的知識份子，仍然在比利時的基本架構下倡議語言議題

，而在未來的廿年受比利時的啟發則逐漸消失。在小資產階級開始聯合對抗統治

階級時，法蘭德斯運動變成一次要的民族運動。一八四八年的革命浪潮提供法蘭

德斯運動一個民主刺激。除了作為一個民族運動，它愈來愈需要有企圖心去變成

一個受歡迎的運動，特別是在中下階層的領導下。 
在一八五六年，有一些法律條款承認語言的抱怨（linguistic complaints）權

，政府基於其權責與展現善意，設立一個官方的法蘭德斯訴怨處理委員會（

Flemish Grievencommissie / Grievances Commission），專門處理因語言問題而導致

的社會不平等事件。依據一八五九年的報告，當時三百八十二名中央政府的公務

人員中，只有廿二個是荷語區的人，而操法語的官員拒絕使用荷文開法蘭德斯人

的出生證明，所有的官方表格也都使用法文，致使不懂法文的法蘭德斯人不知所

云。更悲慘的是，法蘭德斯的小孩在學校上課，若使用荷語，則會遭到嚴厲的懲

罰（張淑勤，民國 84 年：64）。因此，該報告要求在法蘭德斯地區採雙語主義，

支持法語單一語言主義在說法語地區。其主要意旨是法蘭德斯人爭取被統治、被

審判以及被教育等，都使用自己的語言。這種比利時的愛國主義精神，目的在於

強化比利時的認同，特別是當受到法國的威脅時，還能夠以此方式強調它較佳的

獨特本質（Witte & Van Velthoven，1999：72）。 
一八六○年代法蘭德斯運動爭取語言權的呼籲，開始逐漸吸引天主教派與自

由黨人士的關切。一八六四年一件謀殺案，兩名法蘭德斯工人被控謀殺罪並被處

決，但事後卻證明該兩人並未犯此罪。之所以發生如此嚴重的錯誤，是因為審訊

時用法語，而那兩名工人不會法語，辯護律師也不會講法蘭德斯語，找來一位盧

森堡省的人擔任翻譯，結果那位口譯員法語或法蘭德斯語都講得不好，於是兩名

工人就莫名其妙的被定罪冤死（Huggett，1969：38）。這種因為語言上問題，造
成法蘭德斯人權益的莫大損害，自由、天主兩政黨雖已注意，但卻因意識型態的

差異，政治鬥爭加劇，以致著墨不深。 
部份活躍份子視捍衛法蘭德斯人的權利為本身的職權，計畫在兩大黨之外成

立一個獨立屬於人民的政黨。基本上，這是進步的自由黨人與民主的天主黨徒的

中產階級間的合作。一八六二年一群民主人士在安特衛普成立了 Meeting Partij
，他們反對由自由派及說法語商人菁英的城市統治者。在隨後的十年裏，該政黨

贏得所有的選舉，並成功的使荷語制度化成為安特衛普省及市的官方語言。

Edward Coremans代表該黨成為國會議員，使第一個語言法被接受。這些法律允

許本地語言有限的在法庭使用（1873），在政府部門使用（1878），在中等學校使
用（1883）。但這只適用於法蘭德斯等省份，並不適用於布魯塞爾（儘管當時說

法蘭德斯語的人居多數）。在布魯塞爾，法蘭德斯運動有一股民主的推進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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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維護自己在文化上的自主，但在政治上卻僅有微弱的支持力量（Vos，1998
：83-85）。可以說在早期的幾十年，法蘭德斯運動最強調語言及文字復興，在十

九世紀後半葉則開始要求法語和荷語的平等，及爭取引進雙語主義在比利時的北

部。 
十九世紀末期，也就是一八九八年，法蘭德斯運動的政治壓力已經變得更為

有力，比利時的國會必須接受所謂的平等法（Equality Law）；這個法使得荷語和
法語在國會辯論及法律公佈上有個平等的立足點。這個平等法是奠基於當前比利

時國家最基本的兩個原則之一，即人格原則（personality principle）。當時每個公
民可以自由的選擇那種語言受教育或得到政府、司法單位的服務。平等法儘管如

此重要，荷語並未因此成為成熟的國家語言。許多說法語的機構仍是以法語為唯

一的標準語言，即使在法蘭德斯地區亦是如此。然而，在法蘭德斯人的逐漸壓力

下，法蘭德斯的小學逐漸開始荷語化。到了十九世紀末期，法蘭德斯的領導人考

慮採取領域原則（territorial principle）做為他們新的綱領，並爭取法蘭德斯人的

單一語言區，即該地區的語言是官方語言。法蘭德斯運動的領導者會訴諸於領域

原則並不意外，因為唯有控制一個領域內的行政權，才有可能保護居於劣勢地位

的語言（Beheydt，1995：51）。也因此可以瞭解，佔支配性地位的法語團體強烈

的反對這種領域原則，而掀起廿世紀另一波的族群衝突、語言鬥爭。 
事實上，法蘭德斯運動一開始並不像個族群運動，它連基本的法蘭德斯族群

認同都沒有。但族群認同是一個心理社會的建構，它是可被創建和提昇的。在十

九世紀法蘭德斯的認同即是如此。特別是由 Hendrik Conscience所撰寫的一本書
《法蘭德斯之獅》（The Lion of Flanders’）創造法蘭德斯認同貢獻最大。這本書

將法蘭德斯人民「過去的偉大」型塑成作為一個法蘭德斯人是有「較高的價值」

的法蘭德斯意識。藉著聯結族群性（ethnicity）及語言（language），法蘭德斯運

動變得政治化。法蘭德斯運動跟隨傳統族群復興的步伐。如同 Barth所說，族群

的自我肯定總是伴隨著社會的和經濟利益的保衛。法蘭德斯運動我們可以清楚觀

察它是如何從語言運動變成社會--經濟的運動。十九世紀末的知識份子Vermeylen
曾說，「法蘭德斯運動一定不只是語言運動，而更應該是社會生存的意涵」。另一

位經濟學家 Raet則說法蘭德斯運動「惟由藉著經濟路徑才能達到目標」。因此法

蘭德斯運動為了法蘭德斯的解放，和語言及文化在比利時的被承認，逐漸轉變成

為一壓力團體（Beheydt，1995：56）。 
然而，法蘭德斯運動的推動與進展，並非如想像般的一日千里，現實上阻礙

法蘭德斯運動成為有影響力的政治勢力原因甚多。十九世紀法蘭德斯人的貧窮和

不識字是最主要原因。惟有引進現代化農業方法及法蘭德斯地區工業化，法蘭德

斯的大眾才能改善其物質幸福，而該運動也才能在民眾中產生“法蘭德斯情感＂

（Flemish feeling）。人民沒有參政權則是另一個延遲的原因，在一八九三年之前

唯有資產階級有投票權。當一八九三年成年男人有普選權，在法蘭德斯說法語的

資產階級仍擁有複數投票權的過度代表現象。此外，法蘭德斯運動並未集中在單

一個民族主義政黨，而是沿著三個主要政黨（天主教黨、自由黨及社會黨）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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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裂著。這意味著法蘭德斯民族主義者必須藉著傳統政黨尋求改變，而這些政黨

的領導者通常必須暫緩及延遲語言的改革，因為他們不願得罪具權勢之法語人士

的選票。結果是法蘭德斯人的權利持續被壓抑下來。於是兩次大戰期間，法蘭德

斯人尋求與德國人的合作，即是法蘭德斯領袖不耐煩的表現（Dunn, Jr.，1974：
145-146）。 
回顧法蘭德斯運動在十九世紀的緩慢發展，可歸納出幾項基本訴求： 
1.在政府公部門及法院，能夠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來溝通； 
2.有自己的學校（從幼稚園到大學層級），有全時段的廣播及電視節目； 
3.在高級文官及軍隊中有公平任職的機會，在內部文書往來、公務處理上不

必放棄使用自己的語言； 
4.有劃定好穩定的疆域界線； 
5.在領域內有自治權，在領域外盡可能提供族群團體本身使用語言的設施服

務（Krejčí and Veímský，1981：104）。 
這些訴求大體上以語言使用權為核心，要求在政府部門、學校、法院、軍隊

、公共服務設施，能提供法蘭德斯人在語言上的平等權利與方便性。在經過一番

努力，通過了如下的部份法律，這些都是法蘭德斯人在日常生活中較常使用也較

關切的權利。然而，一次大戰前的法蘭德斯運動，只能說是喚起法蘭德斯人的族

群意識而已，事實上，光是語言權的平等議題，都持續奮戰到廿世紀七○年代。

至於要爭取憲法上、政治上、經濟上、及社會文化上全面性的平等權利，則還有

相當距離。以下即簡單條列，法蘭德斯人在歷史上爭取通過語言平等權的紀年與

內容。 
一八三一年：憲法規定語言使用自由；法律及法規頒布用法文；存在著法蘭

德斯的翻譯，但唯有法語版本具法律的有效性。 
一八七三年：法律規定在法蘭德斯地區法庭（刑事案件）使用荷語，除非被

告有其他語言要求。 
一八七八年：法律規定在法蘭德斯地區政府部門一律使用荷語，除非相關利

益政黨要求使用其他語言。 
一八八三年：在法蘭德斯地區中學教育使用荷語。 
一八九○年：法官必須證明能使用荷語才得指派到法蘭德斯地區服務；根特

大學在某些授課是使用荷語（包括刑法及刑事訴訟程序，以為

未來的法官作訓練）。 
一八九八年：法律及法規的批准、修正以及公佈用荷語及法語；兩個版本皆

具法律效力。 
一九一二年：天主教魯汶大學在某些課程的講授也開始用荷語。 
一九一三年：軍官也因此必須要能使用荷語。 
一九二一年：在政府事項中有關語言使用的法律有 
           中央政府變成雙語，其官員也是； 
           地方政府變成單一語言（地方語言變成溝通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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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魯塞爾地方政府在國家的兩種語言間有選擇權； 
           對在法蘭德斯地區的少數法語使用者提供保障； 
           語言普查每十年舉行一次，該城鎮得改變語言法規。 

    一九二八年：士兵的訓練必須用其母語，因此軍官必須會雙語。 
    一九三○年：荷語在根特大學正式使用。布魯塞爾自由大學及魯汶大學正逐

漸轉變成兩個分立的語言實體。 
一九三二年：廢止中央政府官員必須要會講雙語；公文的處理不必再經過翻

譯員。官員被分配到兩個語言名簿（荷語及法語），每個職務上

都均衡；在法蘭德斯地區中小學雙語教育被廢止；荷語成為主

要的溝通媒介。在布魯塞爾，以母語為溝通媒介的原則為適用

。 
一九三五年：關於在司法事務上國家語言使用的法律：「地區語言—程序語

言」原則是適用的，並且被告可以申請另一種語言作為訴訟程

序中適用；在布魯塞爾被告的語言是程序語言。 
一九六三年八月二日及一九七○年十二月廿三日：關於處理政府事務所使用

語言的法律：除開雙語區的大布魯塞爾外，這個法律建立起同

質性的語言地區，其公共服務使用該地區唯一的語言，包括在

內部及與其他人之間的交際服務等（Senelle，1989：54-56）。 
 
 
 

第二節  國民黨威權體制對台灣的掌控 

在台灣居人口少數的外省族群，其形成始於二次大戰後來台接收的黨、政、

軍、公、教人員，一直到一九四九年前後國共內戰從大陸各省移入台灣的軍民。

這批移入台灣的外省族群雖然背景互異，但基本上都和國民黨、國民政府有相當

緊密的聯結關係。因此，本節所探討的少數外省族群居優勢支配地位，亦近似於

以外省族群為主體的國民黨威權體制對台灣的掌控。 
為說明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支配掌控，必先回顧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前後歷史

。其次，探討二二八事件對台灣族群關係的深遠影響。最後，分析國民黨威權體

制如何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全面掌控。 

壹、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前後歷史（1943年至 1947年） 

一八九四年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廷戰敗，一八九五年簽訂馬關條約，將

台灣割讓予日本，自此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孫文雖推翻清廷建立中華民國，

但中國各地軍閥割據，內戰不斷，積弱不振，自顧不暇，因此無能收復台灣，也

沒有明朗的對台政策。一九四一年十二月九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爆發太平洋戰爭

，中國正式對日宣戰。一九四二年十一月三日，外交部長宋子文在重慶舉行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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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招待會，在回答記者提問「戰後之領土是恢復到九一八以前之狀態？抑恢復

到甲午以前之狀態？」他表示：「中國應收回東北四省、台灣及琉球，朝鮮必須

獨立」（張瑞成編，民國 79 年 a：3-4）。一九四三年十一月，中、美、英三國領

袖舉行開羅會議，會後發表宣言，「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從一九一四年第一

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領之一切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

之領土，例如東北四省、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這是第一份國際

認可，中國將要收復台灣的文獻。戰後台灣重返中國版圖既成定案，軍事委員會

蔣委員長乃於一九四四年四月十七日在中央設計局內成立「台灣調查委員會」，

派陳儀為該會的主任委員，從事調查台灣實際狀況，做為收復台灣的籌備機構（

張瑞成編，民國 79 年 b：35、44）。 
在廣島與長崎遭受美國原子彈轟炸後，日本於一九四五年八月十四日宣佈無

條件投降。八月二十七日，國民政府令「特任陳儀為台灣省行政長官」。九月七

日國府令「特派陳儀兼台灣省警備總司令」。九月二十一日行政院修訂通過「台

灣省行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呈請國民政府核定實施。4十月廿四日陳儀抵台，

廿五日舉行受降典禮，接受日本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令官安藤利吉之投降。

陳儀在受降後發表廣播：「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列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

所有一切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張瑞成編，

民國 79 年 b：149、157-158、201）。 
台灣同胞在經過五十年日本異族的統治，可以說是以「大旱望雲霓」的熱切

心情，來迎接祖國的來臨。知識份子們籌組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在全島

各大城鎮積極的展開，為民眾訂製國旗，教唱國歌，建造歡迎牌樓，張燈結綵，

到處洋溢著光復新氣象。然而，台灣人這種孺慕祖國的感情，在真正的祖國到來

、並且實際親身接觸之後，逐漸產生截然不同的感受。一位來台參與接收工作的

「半山」，在接收後的九個月即道出民心的轉變：「臺胞重投到祖國的懷抱裡，半

世紀來的辛酸心情驅使他們瘋狂地歡欣鼓舞。但是，僅僅在這收復後九個月的當

中，多少人的熱情是冷卻下來了，多少人在感嘆，怨訴著」（林忠，民國 35 年：

15）。當民眾從熱烈歡迎到怨聲載道，不滿的情緒累積到一個臨界點時，任何突

發事件都可能成為引爆集體民怨之星火。一九四七年二月廿七日的查緝私菸案，

即是引爆民怨的導火線，而官方的無能與蠻橫處置，終造成烙印台灣人內心陰影

的『二二八事件』。陳儀治台經驗之失敗，可歸納出以下數項主要原因： 
一、政治上的貪污腐化：國府接收人員來台之後，大大小小的貪污醜聞，屢

見不鮮。當時民間流行著「五子登科」（指金子、房子、車子、女子、位子）的

說法，用來譏諷官員的貪污腐化情形。根據統計，一九四六年一月底到二月上旬

短短十餘天之內的報紙，有關貪污案件的新聞報導，就有六則之多，平均幾乎兩

天一則。已揭露者如此，未曝光者不知凡幾。重大的貪污案，如嘉義化學工廠的

                                                 
4 該組織大綱與大陸各省一般的省制不同，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特別向陳儀詢問，陳則表示：

「惟際茲收復之初，政治與軍事相輔而行，本人又奉命兼任臺灣警備總司令，故必須有一權力

較大之臨時機構，俾得統一事權妥為運用，將來接收竣事，秩序平復，自應按照常軌，依省制

改組。現擬呈之組織綱要係接收時期之臨時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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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案，數目在國幣二億元以上；貿易局勾結商人，獲利在一億元以上；台北市

教育局的舞弊案在一千萬元以上；台灣省紙業印刷公司總經理盜賣機器，獲利數

千萬元；貿易局局長、專賣局局長利用職權之便貪污中飽私囊；又台北縣長被控

貪污，會計室居然發生怪火燒掉所有的帳簿單據，隨後台北縣稅捐徵收處也被祝

融燒得精光，縣政府接收的原始證據全部遭銷毀（戴國煇、葉芸芸，民國 81 年

：117-121、155-166；行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21-22）。 
二、政治權位的壟斷與歧視：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名義上給台灣人參政的

機會，實際上卻以台灣人民不能寫中文、不會講國語、不諳公文流程及未有具經

驗的「政治人才」為藉口，把許多受過良好教育的台灣人排斥在政府中高級職位

之外（陳翠蓮，1995：74-75）。表 3-1和表 3-2是根據一九四六底台灣省上層官

員省籍分配的人數統計。從此二表清楚顯示，光復後大陸各省人士取代了戰前日

本人的地位，佔據台灣省高級公務員中之絕大部份職位。 
 

表 3-1：一九四六年台灣省行政長官公署一級主管省籍分析表5 

人 數
職 稱

外 省本 省

行 政 長 官  1 0 

祕 書 長  1 0 

處 長  8 0 

副 處 長  2 1 

主 任 祕 書  8 0 

合 計 20 1 
 

表 3-2：一九四六年台灣省行政長官公署高級官員省籍分析表6 

祕書 專員 科長 股長 視察 主任 職稱 
機構 外省 本省 外省 本省 外省 本省 外省 本省 外省 本省 外省 本省

祕書處  2 0  9 2  2 0  9 0    3 0 

民政處  3 0  9 2  4 0 13 0  6 0  1 0 

教育處  3 0    2 0 13 1 12 3  3 0 

財政處  1 0  7 0  6 0 17 3 10 0  2 0 

農林處  1 0 31 3  8 0    1 0  2 0 

工礦處  2 0 10 0  4 0 10 1    1 0 

交通處  2  10 0    6 0 10 0  3 0 

警務處  3 0  1 0  4 0 20 2 17 0  1 0 

會計處  0  3 0  3 0  7 0     

合計 17 0 90 7 35 0 95 7 46 3 16 0 

 
再根據《臺灣省行政紀要》的統計（如表 3-3），可看出截至一九四六年十二

月底台灣省薦任和薦任以上官員省籍分配情形，台灣本省人身居要職的比例極小

                                                 
5 「本省公務人員數  台灣籍二四七一四名  但大多數為下級職員」，民報，35.11.08，第三版。 
6 「本省公務人員數  台灣籍二四七一四名  但大多數為下級職員」，民報，35.11.08，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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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佔人數較多的薦任待遇，亦不過佔總額的三分之一，僅有外省籍人士的

一半。這樣的用人政策，很難不令人懷疑是對本省人政治上能力的一種歧視，並

引起本省省民心中的不滿。 
 

表 3-3：一九四六年台灣省薦任和薦任以上官員的省籍分配情況7 

省籍別

職位類別 外省人 本省人 合計 

人數 1  1 
特任 

百分比 100%  100﹪ 

人數 2  2 
特任待遇 

百分比 100%  100﹪ 

人數 202 12 214 
簡任 

百分比 94.39% 5.61﹪ 100﹪ 

人數 204 24 228 
簡任待遇 

百分比 89.41% 10.53﹪ 100﹪ 

人數 1385 319 1704 
薦任 

百分比 81.28% 18.72﹪ 100﹪ 

人數 951 487 1438 
薦任待遇 

百分比 66.13% 33.87﹪ 100﹪ 

 
三、經濟利益的獨佔與統制：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依據《收復區敵偽產業

處理辦法》，接收日本在台殖民經濟體系的所有日本企業。這些企業涵概了金融

、交通運輸和通訊、工業原料、金屬冶煉、礦業、機械工業、肥料、水泥、紙業

、水力與電力、以及農業中的糖、鹽、菸草和酒、林務等重要產業（陳師孟等，

1991：28）。陳儀有鑑於日據時代專賣制度成效卓著，因此不顧本身的政治文化

與官場貪婪陋習，一味沿襲，除了原本規定的菸、酒、樟腦、火柴、度量衡專賣

之外，尚利用其他機構對鹽、糖、石炭等民生用品，厲行經濟的統制。此外，另

設貿易局壟斷全島工農產品的購銷與輸出，舉凡樟腦、鳳梨、紙、米、鹽、糖…
等，凡是能夠營利的出產品，全部由貿易局統制了，本省人則被排除在營利的經

濟範疇之外。在二二八事後，監察委員何漢文分析台胞不滿現實的原因時提到，

「中央接收台灣後，不但未能以最大之努力與鉅量之資本恢復在戰前破壞之企業

，解決台灣同胞之失業恐慌，且轉以專賣獨佔方法，將台灣之特產如煤、糖、燒

碱、食鹽等之銷售，由政府控制，此種中央不為台灣建設花錢，反自台灣牟利，

自難獲得台灣同胞之諒解」。當那些幾乎為全島經濟命脈所繫的日本企業，被納

入政府的專賣組織，並由大陸來台的中國人充任其中，台灣的財富受到有系統的

掠奪，生產力大降，稻米頓然短缺。對台灣人來說，他們立刻感覺到，少數的中

國官員將獨佔島上的經濟（行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25-26；陳翠蓮

，1995：92-95）。 

                                                 
7 臺灣省行政紀要（國民政府年鑑臺灣省行政部份），臺灣省政府統計處出版，36.10.1，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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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台北市數種主要生活日用品零售物價及上漲情況8 

 1946 年 1月 1947 年 2月 上漲倍數

米（斤） 8.84 42.67 3.83

麵粉（斤） 11.11 59.72 4.37

豬肉（斤） 31.95 102.78 2.21

雞蛋（個） 2.67 9.17 3.44

花生油（斤） 27.67 106.39 2.85

鹽（斤） 1.33 9.44 6.09

白糖（斤） 2.70 60.28 21.33

茶葉（斤） 6.70 61.11 8.12

香煙（十支） 3.00 9.67 2.22

陰丹布（尺） 15.40 92.40 5

             單位：台幣元 

 
四、民生凋敝與經濟蕭條：由於厲行統制經濟，公營事業的無限擴大，遠超

過日據時代之獨佔企業。加以官場舞弊作風，以及外行領導內行，以致經營不善

。許多公營企業不能自給再生產資金，不但擴充其生產設備、購買原料、週轉等

所需資金，均以銀行貸款是賴，對應繳盈餘亦以貸款還款，繳納政府。故台灣銀

行放款對象，向以各種公營企業及交通事業單位為主，而該項放款數額竟佔放款

總額之 50%以上。這項貸款的膨脹，係促進通貨增發的重要原因。通貨增發，刺

激物價上漲，反過來又增加公營事業對資金之需要，此為戰後台灣通貨膨脹之主

要循環特徵。通貨膨脹致物價飛漲，結果民生塗炭，民不聊生。物價暴漲除了因

為通貨膨脹引起外，生產的萎縮亦是重要原因。由於許多生產設備的工廠，在戰

爭中遭盟軍轟炸損壞，加以管理浪費，企業指導無能，致使戰後各項生產陷入低

潮或停頓，可用物資大為短缺。根據台灣生產指數統計顯示，戰後翌年（一九四

六年）的生產總指數，竟然連終戰前一年（一九四四年）的一半都達不到。百業

蕭條伴隨著是失業人口的增加，戰後生產事業的萎縮與停頓，礦場因戰爭之破壞

而無法復工，以及許多被日本徵用在外軍伕的遣返，流落在大陸各省台胞的返回

，造成失業人口的激增，再加上戰後從大陸各省來台接受人員佔據了許多重要工

作職位，據估計至一九四六年底，全台失業人數有四、五十萬人之多（賴澤涵等

，1993：136-148）。 
五、文化的差距與隔閡：台灣在日本的有效統治達半世紀之久，其影響相當

的深遠，舉凡鼓吹國家神道、推行國語（日語）運動、更改姓氏運動、志願從軍

運動，莫不影響了台灣文化；日本為了統治之便，施行嚴刑峻罰，無形中也加強

了台灣人的重法治觀念；日本政府企圖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的努力雖然沒有完全

成功，但至少使台灣人變得不太像中國人（賴澤涵等，1993：61-66）。反之，中

                                                 
8 臺灣物價統計月報，第一期，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秘書處統計室編印，民國 35 年。臺灣物價
統計月報，第十四、十五期合刊，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印，民國 36 年，頁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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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從甲午戰爭以來，半個世紀和日本的交手，不論是外交上或軍事上，鮮有佔上

便宜之處，對日本人可謂充滿憤懣之情，而「以德報怨」政策則使他們不能直接

對日本人洩憤。當從事接收的外省人踏入台灣，滿懷著戰勝國的優越感，面對著

滿口日語及恭順的台灣人，居然以具有「奴化」的性格視之，並且對於不諳國語

國文的本省人，誤認為是沒有政治人才，硬是排除於政治權力的分享。同樣的，

抱持著熱切心情迎接祖國到來的台灣人，當面對來台接收的軍隊，破爛的裝備與

軍容，宛如烏合之眾，亦難掩失望之情；而當軍紀的敗壞與腐化的政風逐漸蔓延

時，也令台灣人逐步認清這些接收人員，根本是在從事「劫收」工作的真面目。 
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受著二等國民的待遇，衷心亟盼回歸祖國後，在政

治上能夠享有充份的公民權，自己當家做主人，過著更有尊嚴的日子，在經濟上

能夠更為富裕繁榮，在社會上更加祥和、樂利、有秩序。然而事與願違，本省人

不但沒有分享到政治、經濟權力，物價更是飛漲、失業率高昇、自殺人口不斷增

加，社會秩序愈來愈混亂，民眾這種由期望到失望，由失望到絕望的心理普遍瀰

漫在社會中。最後，終於在光復後的一年四個月後，在一次專賣局查緝私菸的不

當行動中，民眾以潰堤的方式宣洩心中不滿情緒，掀起了全島性的二二八事件。 
 

貳、二二八事件及其影響（1947年） 

一九四七年二月廿七日傍晚，專賣局查緝員傅學通、葉得根、盛鐵夫等共六

人在延平北路查緝私菸，與女菸攤販林江邁女士發生爭執，查緝員欲沒收林婦香

菸，林婦以家計難以維生，跪地求饒。查緝員不允其請，其中葉得根以手槍槍柄

敲擊林婦頭部，致頭部出血昏倒在地，引起圍觀民眾的公憤，乃群向查緝員攻擊

，查緝員開槍示威，不巧擊斃旁觀市民陳文溪。於是群情更加激憤，乃將查緝員

遺留下來的卡車推翻，連同緝獲之私菸用火燒毀。群眾繼而轉往警察局及台北憲

兵隊，要求交出肇禍人犯正法，不得結果。翌日，民眾以案件未獲解決，沿街打

鑼通告罷市，並群聚專賣局台北分局抗議，將局裏所存的火柴、菸、酒及汽車移

至馬路上焚毀，下午數百人轉往長官公署聚集，衛兵向群眾開槍阻止其前進，造

成數人傷亡。於是情勢顯得愈益複雜，學生全部停課，各機關員工逃走一空，商

家紛紛關門歇業，街道上外省籍的軍公教人士，成為本省籍民眾洩憤的對象，不

少人被不分青紅皂白地痛毆一頓，甚至被追打得頭破血流。9於是台灣警備總司

令宣佈從廿八日起，在台北市實施臨時戒嚴。 
蜂起的民眾於廿八日下午佔領廣播電台，向全台廣播台北緝菸血案所引起的

風潮，呼籲全省各地起來支援台北市民的抗爭。因此，自三月一日起，事件迅速

                                                 
9 毆打大陸人的情事，發生在騷動的最初幾天，但以後因為各地「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呼籲

不可胡亂毆打大陸人，情況有較緩和下來。儘管各地有發生毆打大陸人情形，但也有許多台灣

人於動亂中保護大陸人，或救助受傷的大陸人，發揮人道的精神（李筱峰，1993：120）。 
毆打外省人此一暴行，致使二二八事件的面貌，扭曲成族群仇恨。「本省人」與「外省人」的

稱呼，從此隱含著敵對意識，持續發展而成省籍矛盾與分離意識，這些後遺症，往後深深影響

著台灣社會內在的和諧（戴國煇、葉芸芸，民國 81 年：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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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及中南部，兩三天之內，各地響應台北的行動紛紛出現，全島各大城市及部份

鄉鎮皆發生騷動，各地憤怒不平的民眾攻擊官署警局，毆打外省籍人士，發洩一

年多來對新政府的怨懣之氣。軍憲警則開槍鎮壓，各地死傷的消息，頻頻傳出。

基本上，二二八事件是一場城鎮暴動，引起騷亂的點，大致散佈於全島各大市鎮

；偏僻的鄉間農村，則較為平靜。三月八日，國軍廿一師自基隆港登陸南下，展

開大規模的彈壓行動，台灣人死傷慘重，許多台籍知識份子、菁英領袖、民意代

表，因此或遭殺害、或被逮捕、或失蹤或逃亡。直到三月十七日奉命宣撫台灣的

國防部長白崇禧抵台後，事態始告緩和下來。這個事件，史稱為「二二八事件」

。 
影響台灣歷史半個多世紀的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除了上一小節所提的政

治環境因素外，事件發生後由菁英代表所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其

所提出的政治革新訴求，後來則成為官方武力鎮壓的主要藉口，認為其提出的要

求近乎叛亂，在經過全省大規模的逮捕、清鄉後，民眾從此噤若寒蟬。然而，從

事發到武力掃蕩這短期間，可否看出事件的發生究竟是有組織、有陰謀的叛變？

還是慌亂中意外的形成？而政治革新訴求又有那些重要內容？透露出那些重要

意涵？ 
二月廿八日正當台北市民群情激憤之際，台北市參議會為解決問題，乃於當

天下午二時召開緊急會議。決議全體及省參議會議長黃朝琴赴公署建議，面謁行

政長官陳儀，商討對策，參議會向陳儀表示：由延平北路的緝菸血案而發展到如

此情形的原因，是專賣局少數不法人員素與商人勾結營私，該局不能採取在各海

口緝捕的拔本塞源的辦法，反而飭派一批不遵守長官命令而帶槍的查緝人員，專

門在街頭巷尾查拿貧窮的菸販。政府對不法的公務員，往往擒而又縱，冷笑於法

外，使民眾不信任政府。警察大隊之存在，有害無益，應予解散。為免事件再擴

大，請下令禁止軍憲警開槍。陳儀表示：本案公務員，當依法嚴辦，不法公務員

，亦須嚴處；禁止軍警開槍一事，亦可照辦。惟警察大隊的存在，是為補助警力

不足，警力充足時，自然無存在必要。10 
三月一日台北市參議會邀集國大代表、國民參政員及省參議員等組織「緝菸

血案調查委員會」。於當天上午十時假中山堂召開成立大會。決議派代表再謁陳

儀交涉，並建議組織「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商討善後事宜之處理。陳儀應

允，當日下午五時廣播，要點包括：一、立即解除戒嚴令；二、由各被捕市民之

父兄里鄰長聯名保證釋放；三、下令不准軍憲警開槍；四、官民共同組織處理委

員會。11三月二日，陳儀接見市議會全體調查委員，並應允四項辦法：一、對參

加事件者不追究；二、被捕人民可免保領回；三、死傷者不分省籍，一律撫卹；

四、「處理委員會」除官員、參政員、參議員之外，准增加各界人民代表。這四

項決定，並經由陳儀向民眾廣播。12下午開會時，即有行政長官公署數名處長出

                                                 
10 台灣新生報，36.02.28，號外。 
11 「緝烟血案調查委會  推派代表謁陳長官  所提各項請求長官允予照辦  死傷撫卹金由區里

鄰長具領」，台灣新生報，36.03.02，第二版。 
12 「長官廣播宣布  四項處置辦法  希望大家安心趕快恢復秩序」，台灣新生報，36.03.03，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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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商會、工會、學生、民眾、政治建設協會亦選出代表參加。三月三日，改組

擴充後的「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商定軍隊於下午六時撤回軍營，地方治安

由憲警和學生青年組織治安服務隊維持。13 
三月四日「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假中山堂繼續開會，共作成八項決議14

，其中包括擴大「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之組織，決通知全省十七縣市參議會

和人民團體指派代表為當然委員，在各地組織分會。另外，李萬居則報告上海及

其他地方故意誇張歪曲消息，載稱台灣人民發生暴動，係要求託管云云，李氏強

調此次事件之發生，純粹在要求今後之政治改進，非如外間所傳有其他企圖，希

望同胞明瞭。至此，「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從一個處理單一事件的地方性組

織，逐漸擴大其處理範圍，預備要擴展成全省性的組織，而政府部門的代表則已

不再出席會議。 
到了三月五日，「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正式通過組織大綱15，明白揭櫫

「改革政治及處理二‧二八事件」為宗旨，首次將處委會定位為具有高度政治意

涵的機構。大會中通過「八項政治根本改革草案」，包括：一、二二八事件責任

，一切應歸政府負責；二、公署祕書長、民政、農林、工礦、財政、警務、教育

等處長及法制委員會委員之半數以上，須由省民充任；三、一切公營事業，歸由

省民負責經營；四、依據建國大綱，立即實施地方自治，縣市長民選；五、專賣

制度撤銷；六、廢止貿易局及宣傳委員會；七、人民應有言論、出版、集會、結

社自由；八、保障人民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林德龍輯註，民國 81 年：87
）。至此，「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已從一個原本只在平息事件、料理善後的臨

時組織，發展成一個推展政治改革運動的團體。而本省人、外省人在相處一年四

個月後，矛盾、隔閡、利益衝突的問題，也正式的搬上檯面，明確提出要求政治

、經濟利益的分配應充份兼顧本省人的需求。 
三月六日，台灣省的國民參政員聯合致電中央，提出了九項政治改革的建議

方案16，內容與前日通過的「八項政治根本改革草案」相近。同日，「二二八事

                                                                                                                                            
一版。 

13 「公署今與各界商決  解決緝烟事件辦法  軍隊昨日下午六時已撤回」，台灣新生報，36.03.04
，第一版。 

14 「處理委會加強機構  十七縣市同時組會」，台灣新生報，36.03.05，第一版。八項決議內容
：一、為加強本會機構，通知十七縣市組織處理委員會，處理各地所發生之事件，並推派代表

參加本會以推進工作；二、因市內仍發現少數武裝軍隊乘卡車巡邏，有違反三日柯參謀長之諾

言，特請黃朝琴、張晴川、顏欽賢三委員速向柯參謀長交涉制止，所有軍隊，應歸兵營，不得

攜帶武器出門；三、市公共汽車勿因武裝軍隊梭巡而停駛；四、民雄廣播電台，應歸台北電台

統一辦理，以便對外統一宣傳；五、記者代表二人參加本會；六、電力公司應對日間無電地區

從速放電；七、臺北市臨時治安委會沒收之黃金、首飾，應經由市政府交還其本人；八、由本

會通知新竹縣參議會放行米糧來北。 
15 「處理委會商討  組織大綱草案」，台灣新生報，36.03.06，第一版。 
16 「本省參政員聯名致電  蔣主席暨各首長  闡明事件演變經過真相  建議九項改革政治方案
」，台灣新生報，36.03.07，第二版。建議內容如下：一、重用台省人材，行政機關之祕書長處

長等，台灣省民擔任。二、各級法院院長、首席檢查官，及各級學校，儘量錄用台灣省民。三

、專賣局廢止改為普通公營事業。四、貿易局改為商政機構，廢除營利行為。五、日產處理考

慮人民正常利益。六、根據建國大綱，即行縣市長民選。七、保障人民言論、出版、結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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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處理委員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親愛的各省同胞，這次二‧二八事件的發

生，我們的目標在肅清貪官污吏，爭取本省政治的改革，不是要排斥外省同胞，

我們歡迎你們來參加這次改革本省政治的工作，以使臺灣政治的明朗，早日達到

目的，希望關心國家的各省同胞，踴躍參加和我們握手，舉著同樣的步驟，爭取

這次鬪爭的勝利。親愛的同胞們，我們同是黃帝的子孫，漢民族，國家政治的好

壞，每個國民都有責任，大家拿出愛國的熱誠，和我們共同推進，我們很誠意地

歡迎，各省同胞的幫忙、協助，至于二‧二八那天有一部份省外同胞被毆打，這

是出于一時誤會，我們覺得很痛心，但也是一個我們同胞的災難，今後絕對不再

發生這種事情，希望大家放心出來向這個目標邁進，我們的口號是：改進台灣政

治。中華民國萬歲。國民政府萬歲。蔣主席萬歲。」17 
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的產生，原是為了因應二二八民眾騷動事件、為了料

理事件善後事宜而組成的，即便後來該會已提昇到要求政治改革的層面，但它的

存在基本上仍只是因該事件發生之後而相對因應設立的。但經此「告全國同胞書

」的發表，容易令人有所誤解，以為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是由處理委員會所計畫和

策動的，其「目標在肅清貪官污吏，爭取本省的政治改革」，最後要「爭取這次

鬪爭勝利」。而行政長官公署的機關報「台灣新生報」，翌日以頭版頭條大篇幅的

刊載此內容，產生了強烈的兩面刃效果，一是強烈的說明處委員的聲明、立場與

目標，另一方面，它也提醒了行政長官公署，攤牌式的鬥爭已毫無迴避的空間。 
就在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的當晚八點半，陳儀針對民間

普遍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做了兩項回應。第一，行政長官公署改為省政府，已

向中央請示，一經中央核准，即可改組。改組時，省政府的委員各廳長或各處長

要盡量任用本省人士。第二，縣市長預定於七月一日民選。至於未民選以前，現

任縣市長之中，當地人民認為有不稱職的，可以將其免職。另由當地縣市參議會

共同推舉三名人選，由我圈定一人，充任縣長市長。18 
三月七日，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繼續於中山堂開會，時任處委會宣傳組長

的王添燈認為，前天通過的「八項政治根本改革草案」應加以補充並具體化，因

此草擬成卅二條的「處理大綱」，內容分為「對目前的處理」七條，「根本處理」

廿五條，共計卅二條。19細究這卅二條處理大綱內容，大致可分為兩大項，第一

                                                                                                                                            
會自由。八、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九、請速派大員來台協同處理本案，勿用武力彈壓，以

免事態擴大。 
17 「處理委員會發出  告全國同胞書  爭取本省政治改革  並非排斥外省同胞」，台灣新生報，

36.03.07，第一版。 
18 「長官公署將改為省政府  各廳長儘量任用本省人士  縣市長訂七月一日實施民選」，台灣新
生報，36.03.08，第一版。 

19 「處委會闡明事件真相  向中外廣播處理大綱」，台灣新生報，36.03.08，第二版。以下為卅
二條處理大綱全部內容。 
壹、對於目前的處理 
一、政府在各地之武裝部隊，應自動下令暫時解除武裝，武器交由各地處理委員會及憲兵隊共

同保管，以免繼續發生流血衝突事件。 
二、政府武裝部隊解除後地方之治安由憲兵與非武裝之警察及民眾組織共同負擔。 
三、各地若無政府武裝部隊威脅之時，絕對不應有武裝械鬥行動，對貪官污吏不論其為本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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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是包括軍事及治安維護，另一項是政治訴求。政治訴求內容又可再細分為三類

，（一）是爭取基本人權，包括參政權、人身自由、言論、出版、集會結社之自

由，（二）改正一年多來施政之不當，包括撤銷貿易局、專賣局、宣傳委員會，

實行所得統一累進稅，（三）政治、經濟、司法人事權的參與和分享，如第四、

五、六、十六、十七、廿一、廿二條，皆明白規定要晉用一定比例以上之本省人

擔任，或某些重要職位指明應由本省人擔任。由此可看出這一年多來，政經資源

的分配嚴重失衡，導致本省人的強烈不滿。 
這卅二條處理大綱經過討論之後，其他委員和代表又追加十條20，這十條的

                                                                                                                                            
或外省人，亦只應檢舉轉請處理委員會協同憲警拘拿，依法嚴辦，不應加害而惹出是非。 

四、對於政治改革之意見可條舉要求條件向省處理委員會提出，以候全盤解決。 
五、政府切勿再移動兵力或向中央請遣兵力，企圖以武力解決事件，致發生更慘重之流血而受

國際干涉。 
六、在政治問題未根本解決之前政府之一切施策，（不論軍事、政治）須先與處理委員會接洽

，以免人民懷疑政府誠意，發生種種誤會。 
七、對於此次事件不應向民間追究責任者，將來亦不得假藉任何口實拘捕此次事件之關係者。

對於因此次事件而死傷之人民應從優撫恤。 
貳、根本處理 
甲、軍事方面 
一、缺乏教育和訓練之軍隊絕對不可使駐臺灣。 
二、中央可派員在臺徵兵守臺。 
三、在內陸之內戰未終息以前，除以守衛臺灣為目的之外，絕對反對在臺灣徵兵，以免臺灣陷

入內戰旋渦。 
乙、政治方面 
一、制定省自治法為本省政治最高規範，以便實現國父建國大綱之理想。 
二、縣、市長於本年六月以前實施民選，縣市參議會同時改選。 
三、省各處長人選應經省參議會（改選後為省議會）之同意，省參議會應於本年六月以前競選

，目前其人選由長官提出交由省處理委員會審議。 
四、省各處長三分之二以上須由在本省居住十年以上者擔任之（最好秘書長、民政、財政、工

礦、農林、教育、警務等處長應該如是）。 
五、警務處長及各縣市警察局長應由本省人擔任，省警察大隊及鐵道工礦等警察即刻廢止。 
六、法制委員會委員須半數以上由本省人充任，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 
七、除警察機關之外不得逮捕人犯。 
八、憲兵除軍隊之犯人外不得逮捕人犯。 
九、禁止帶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 
十、非武裝之集合結社絕對自由。 
十一、言論出版罷工絕對自由，廢止新聞紙發行申請登記制度。 
十二、即刻廢止人民團體組織條例。 
十三、廢止民意機關候選人檢覈辦法。 
十四、改正各級民意機關。 
十五、實行所得統一累進稅，除奢侈品稅相續稅外不得徵收任何雜稅。 
十六、一切公營事業之主管人由本省人擔任。 
十七、設置民選之公營事業監察委員會，日產處理應委任省政府全權處理，各接收工廠礦應置

經營委員會，委員須過半數由本省人充任之。 
十八、撤銷專賣局，生活必需品實施配給制度。 
十九、撤銷貿易局。 
廿  、撤銷宣傳委員會。 
廿一、各地方法院院長各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全部以本省人充任。 
廿二、各法院推事檢察官以下司法人員各半數以上省民充任。 

20 「處委會闡明事件真相  向中外廣播處理大綱」，台灣新生報，36.03.08，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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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原先的卅二條有雷同或近似之處，但因會場秩序混亂，無從整理，因此原

先的卅二條以及後來追加的十條，共四十二條，便在會議中照單全收而通過。當

天下午六時廿分，王添燈以事件處理委員會宣傳組長的身分，在電台廣播說明二

二八事件的發生與經過，並公布這四十二條處理大綱。 
然而就在處理大綱發布後之翌日，三月八日處理委員會馬上發表推翻卅二條

處理大綱的聲明：「查三月七日本會議決提請陳長官採納施行之三十二條件，因

當時參加人數眾多，未及一一推敲，例如撤銷警備總部，國軍繳械。跡近反叛中

央，絕非省民公意……本會認為改革省政之要求，已初步達成，本會今後任務，

厥在恢復秩序，安定民生，願我全省同胞，速回原位……。」21從七日通過並廣

播卅二條（或四十二條）處理大綱內容，到八日的全然推翻先前聲明，態度急轉

直下，除了顯示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內部成員複雜、步調不一、觀點分歧外。

國民政府決定調駐淞滬一帶的整編第廿一師來台，應是關鍵因素（戴國煇、葉芸

芸，民國 81 年：243）。 
三月五日參謀總長陳誠呈蔣介石主席的報告，派兵赴台的兵力為：（一）二

十一師劉雨卿師長率師部及一四六旅之一團立即開赴基隆歸陳儀指揮；（二）憲

兵第四團駐福州之第三營立即赴台歸制；（三）調憲兵第二十一團駐福州之一個

營立即開赴基隆。同日，蔣主席以急電告知陳儀，已派兵一團及憲兵一營，限於

                                                                                                                                            
一、本省陸海空軍，應儘量採用本省人。 
二、警備司令部應撤銷以免軍權濫用。 
三、限至三月底臺灣行政長官公署應改為省政府制度，但未得中央核准前暫由二二八事件處理

委員會之政務局負責改組，用普選公正賢達人士充任之。 
四、處理會之政務應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立，其產生方法，由各鄉鎮區代表選舉該區候選人一

名，然後再由該縣市轄參議會選舉之，其名額如下：臺北市二名，臺北縣三名，基隆市一

名，新竹市一名，新竹縣三名，臺中市一名，臺中縣四名，彰化市一名，嘉義市一名，臺

南市一名，臺南縣四名，高雄市一名，高雄縣三名，屏東市一名，澎湖縣一名，花蓮縣一

名，臺東縣一名，計卅名。 
五、勞動營及其他不必要之機構，廢止或合併，應由處理會政務局檢討決定之。 
六、日產處理事宜，應請准中央劃歸省政務局自行清理。 
七、高山同胞之政治經濟地位及應享之利益，應切實保障。 
八、本年六月一日起，實施勞動保護法。 
九、本省人之戰犯及漢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無條件即時釋放。 
十、送與中央食糖十五萬噸要求中央依時估價，撥歸臺灣省 

21 「改革省政要求初步達成  今後厥在恢復社會秩序」，台灣新生報，36.03.09，第二版。聲明
全文：「查三月七日本會議決提請陳長官採納施行之三十二條件，因當時參加人數眾多，未及

一一推敲，例如撤銷警備總部，國軍繳械，跡近反叛中央，決非省民公意，又如撤銷專賣局，

固為商人所喜，然工會則不贊成，殊不足以代表本省人民利益。茲經再度商議，認為長官既已

聲明，改組長官公署為省政府，儘量速選省民優秀份子為省府委員，或廳處長，則各種省政之

改革，自可分別隨時提請省府委員會審議施行，無須個別提出要求，至於縣市方面，長官已電

請各縣市參議會，斟酌情形，分別推薦縣市長候選人，圈定授職，藉以辦理民選縣市長之準備

事宜，似此省政既有省民參加，縣市政府亦由省民主持，則今後省政自可依據省民公意，分別

改革，亦無須個別另提建議，根據上述見解，本會認為改革省政之要求，已初步達成，本會今

後任務，厥在恢復秩序，安定民生，願我全省同胞，速回原位，努力工作，並請本市各校學生

，自下星期一，照常上課，各業工人，即日分別復工，治安暫由憲警民協同維持，即希各公私

工廠，速即開工，儘量容納失業工人，倘有不法之徒，不顧大局，藉詞妄動，即係另有用意，

應請全省同胞共棄之，除再向當局交涉，嚴禁軍警肇事外，謹佈區區。中華民國卅六年三月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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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七日由上海出發。三月七日蔣主席電告陳儀，二十一師直屬部隊與第一個團

於本日正午由上海出發，約十日清晨可抵基隆；並令其切實做好軍隊登陸後之準

備與配合工作。22因此，當三月七日晚王添燈等人向陳儀提出卅二條大綱時，陳

儀已是有恃無恐，一反過去虛與委蛇的態度，予以嚴詞的拒絕和訓斥（臺灣省文

獻委員會編，民國 81 年：4、35-36；行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203-206
）。三月八日下午廿一師先遣團即抵達基隆，之後陳儀即完全不再理會二二八事

件處理委員會。接著，從福州運來的憲兵第四團的兩個大隊，亦乘海平輪登陸基

隆港。同時，廿一師的另外三千名部隊也在高雄登陸。三月九日，警備總司令部

再次頒發戒嚴令。 
從三月九日以後，陳儀開始有計畫逮捕台灣的知識菁英。許多著名的教授、

律師、醫師、作家、民意代表、教員……等地方領袖、社會名流，紛紛被捕，或

下落不明，或公然處決。例如：留美歸國的第一位台灣人博士林茂生、台灣本土

金融界先驅陳炘、省參議員王添燈、省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高等法院推事吳鴻

麒、台北市律師公會會長李瑞漢、醫學博士李瑞峰、台灣新生報總經理阮朝日、

台北市參議員黃朝生、徐春卿、李仁貴、省參議員兼制憲國代林連宗、省立宜蘭

醫院院長郭章垣、花蓮縣參議會議長兼制憲國代張七郎醫師及其兩位醫師兒子、

著名畫家陳澄波……。上述這些菁英份子的遇難，幾乎都沒有經過公開的審判。
其他遇難冤死者，不可勝數23，至於被捕坐牢者，也不知凡幾。經過數天的軍事

行動，台灣全島到了三月十三日，已完全納入當局的控制之中，三月十七日白崇

禧部長抵台宣慰則有緩和趨勢，但隨後而來的「清鄉」及持續的「綏靖」工作，

又為台灣社會帶來了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幾乎與五○年代的「白色恐怖」相銜

接。 
二二八事件，突顯從中國大陸來台接收的行政長官公署治台之無能，引發本

省民眾對外省籍統治集團與軍公教人士的敵意、不滿與衝突，在事件抗爭過程中

甚至明白要求政、經、軍等職務與資源的合理分配，以符合地方自治的精神。然

而，這樣的要求在軍事彈壓後，則是被暫時性地壓制，而族群間的間隙與隔閡亦

未獲有效重視與妥善解決。至於軍事行動所造成的另一層面影響，是為稍後播遷

來台的國民政府，其全面性的支配與掌控，奠下有利的統治基礎。 
 

參、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全面支配（1949年至 1971年） 

                                                 
22 對於派兵鎮壓一事，學者有不同的解讀。賴澤涵等認為，是因為處委會反政府行動日漸升高

，尤其三月七日處理大綱近乎革命性的條件，是促使蔣介石為鞏固在台灣政權所必要採取的措

施，但造成後來濫捕、濫殺並非蔣、陳二人的初衷（賴澤涵等，1993：250-255）。但有學者不

同意前述看法，從不同的資料推論，陳儀早就向中央請求派兵平亂，蔣介石亦同意，與處委會

的互動則是虛與委蛇，等待救兵的幌子，至於造成台灣民眾重大的傷亡，蔣、陳二人則難辭其

咎（陳儀深，1992：49-51；蕭欣義，1992：348-352；戴國煇、葉芸芸，民國 81 年：250-255
；陳翠蓮，1995：327-345）。 

23 坊間對二二八事件傷亡人數的統計，有很大的差距，從一千多人到十幾萬人的估計都有（臺

灣省文獻委員會編，民國 80 年：288-289、29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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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年以後的國民黨威權體制，如何以少數族群的力量對台灣進行全面

性的支配？又掌控的領域有那些層面，其影響又如何？以下首先要分析的是冷戰

對峙下的國際環境，以美、英為首的西方國家給予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正當性支持

。其次，陸續探討國民黨在政治層面、經濟層面、社會文化層面的掌控作法和影

響。 

一、冷戰對峙下的台灣 

一九四九年是國共內戰逆戰的一年。一月廿一日蔣介石引退，李宗仁依法代

行總統，四月廿三日南京撤守，政府遷廣州，十月十二日廣州吃緊，政府遷重慶

辦公，十一月廿九日遷成都辦公，十二月五日李代總統宗仁託病由香港赴美割治

胃疾，十二月七日行政院緊急會議，決議遷都台北，翌日行政院長閻錫山等人抵

台，正式於此辦公。一九五○年三月一日蔣介石在台北復職為總統。在這短短的

一年當中，約有兩百萬軍民移入台灣。24 
美國杜魯門政府於一九四九年八月五日發表《中國白皮書》，指控「國民黨

的墮落、腐敗和無能」，並說「蔣介石是自招失敗」，十月中央情報局預測，只要

美國政府不積極給予軍事援助，則一九五○年底以前台灣將納入中共的支配之下

。一九五○年一月五日杜魯門總統聲明不介入台灣海峽，一月十二日國務卿艾奇

遜宣稱台灣、韓國不在美國西太洋的防衛線（阿留申群島、日本群島、琉球群島

、菲律賓群島）之中。 
正當台灣島內正流傳著中共軍隊即將解放台灣，人心惶惶不安時，一九五○

年六月廿五日韓戰爆發，兩天後杜魯門聲明放棄不介入台灣海峽的方針，為阻止

共產黨攻擊台灣，下令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一九五一年二月美國正式對台灣

簽定共同防禦協定，重新展開大力援助。在軍事援助方面，從一九五○年到一九

七四年為止總額約廿五億六千六百萬美元，而根據共同安全法案（Mutual Security 
Act）的一般經濟援助（即所謂「美援」）到一九六五年為止，總計約十五億美元

。此外，從一九五一年四月任命蔡斯少將為團長，重新派遣正式的軍事顧問團（

若林正丈，1994：84-87；文馨瑩，民國 79 年：91；趙既昌，民國 74 年：1-37
）。在外交上，以承認中華民國為唯一合法政府，並維護其在聯合國常任理事國

的席位至一九七一年。以上這些因韓戰而起、美國為圍堵共產主義擴散所採的措

施，一時間使台灣轉危為安，台灣也因此成為冷戰對峙下，圍堵政策的一環。 

                                                 
24 國民黨於內戰失利遷台的同時，帶來了近兩百萬的外省籍移民。他們的特色為：1.以江、浙兩

省為核心，具有濃厚地域色彩的政治集團；2.以黃埔系高級將領為首的軍方人士；3.特務機關
，如軍統局、中統局等，以及警察機關的上層人員；4.中央民意代表及高級官僚；5.親國民黨
的財、經、企業界領袖們；6.技術官僚；7.中、高等教育機關的教職員；8.六十萬下級士兵。
不同於我們對一般移民的認識，以國民政府中央為核心的這波移民潮乃是：1.為數兩百萬人的

移民團體；2.擁有六十萬配置現代裝備的大軍；3.包含國會與行政機關，等於是將整個現代國

家原原本本地搬來台灣（戴國煇，2002：29-32）。 
由於戰爭動亂，缺乏詳細的統計資料，因此「大撤退」的移民潮各方說法不同。另有一說，從

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五年，大約有一百萬軍民，依時間先後、路線不同，計有十九條的撤退路線

輾轉移入台灣（台北二二八紀念館，200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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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五○年代起，台灣對内所採取的白色恐怖、高壓統治，執政當局得以

如此恣意而為，固然是因其戰略地位重要，無視於國際觀感而有恃無恐，但與其

保護國美國國內反共氛圍下的默許亦不無關係。自一九四七年起，杜魯門政府發

佈了一項「忠誠調查法令」，文官委員會所進行的調查建檔範圍達三百萬人，交

給聯邦調查局成案者有一萬四千件，結果有兩千名雇員被迫辭職，212名因忠誠
值得懷疑而被解雇。在忠誠調查期間，軍隊、地方政府、各職業公會、工會亦展

開員工忠誠思想調查，強迫「忠誠宣誓」，總計全美約有五分之一的勞動力受到

各種形式的忠誠或安全調查（林書揚，1992：129-130）。到了一九五○年二月九

日，威斯康辛州參議員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在一個紀念林肯誕辰的聚

會上演說，表示手上握有一份 205人的名單，這些人在政府部門組織了一個共產

黨的間諜網，他們是侵害美國的叛徒，目的在擴大共產勢力，讓自由世界逐日退

縮。於是從一九五○到五四年間，猖狂似地肅清了潛在的和顯存的美國內部敵人

，許多公務員就在「安全有顧慮」等莫須有的罪名下遭到監控、解僱或囚禁。當

民主國家霸主美國猶如此的恐共與反共，則其羽翼下的盟國在反共大纛下所做的

鎮壓、整肅及威權統治，自然也就非其關注的焦點，或是可容忍的必要之惡。 
 

二、國民黨在政治層面的掌控 

在一九四九年一月蔣介石下野前，一九四八年十二月陳誠被任命為台灣省政

府主席，一九四九年二月份陳誠兼任台灣省警備總司令，三月又兼國民黨台灣省

黨部主任，一手掌握台灣的黨、政、軍大權。五月一日起實施台灣全島戶口總調

查，五月廿日發布戒嚴令，採取鐵腕措施確保治安，這個戒嚴令直到一九八七年

七月十五日才解除，長達卅八年之久。此外，為了因應國共內戰的騷亂，加強對

內控制，陸續通過與施行許多相關法令，如：國家總動員法、懲治叛亂條例、動

員戡亂時期匪諜肅清條例、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非常時期人民團

體法等，逐步完成極其嚴密的控制體系。 
國民黨威權體制在政治掌控方面的作法，包括：凍結憲法，以臨時條款來代

替；中央民代不改選，形成萬年國會；以白色恐怖來限制人民的自由權；透過黨

的改造，滲透民間社團組織。 

（一）凍結憲法 
憲法於一九四七年一月一日公布，同年十月廿五日施行。然當時國共已全面

決裂，國民黨當局為擁有不受節制的行政權，以因應內戰緊急情勢之需，因此於

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時即有修憲的企圖，幾經研討後以不動本文方式，於

五月十日通過共有四條的「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其中最重要的「賦予總統

緊急處分權，不受憲法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三條所規定之程序之限制」。一九五

四年二月十九日第一屆國大第二次會議在台北集會時，因大陸已淪陷，政府決心

反攻，咸認為臨時條款不宜廢止，乃作成決議「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在未經

正式廢止前，乃繼續有效」。原被認為是暫時性權宜措施的臨時條款，在陰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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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被帶到台灣後，竟就此成為凌駕憲法之上的根本大法。 
一九六○年二月第一屆國大第三次會議，就臨時條款加以增修，其中最重要

的內容是「動員戡亂時期，總統副總統得連選連任，不受憲法第四十七條連任一

次之限制」。一九六六年二月一日總統召開國大臨時會，第二次修訂臨時條款，

著重在國民大會創制複兩權的行使，包括新增「動員戡亂時期，國民大會得制定

辦法，創制中央法律原則與複決中央法律，不受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之現制」

等。同年二月十九日又舉行第一屆國大第四次會議，第三次增修臨時條款，「授

權總統得設置動員戡亂機構，決定動員戡亂有關大政方針，並處理戰地政務」及

「總統為適應動員戡亂機構需要，得調整中央政府之行政機構及人事機構，並對

於依選舉產生之中央公職人員，因人口增加，或因故出缺，而能增選或補選之自

由地區及光復地區，均得訂頒辦法實施之」（張治安，民國 86 年：35-43）。短短
一個月內國民大會開兩次會，增修臨時條款兩次，若單從修訂內容來看則並無此

迫切之必要性，並且衡諸當時政治環境，國大亦無行使創制複決之需要，但卻仍

賦予國大制定辦法之權限，合理的懷疑是執政當局以示小惠的方式，要求國民大

會不斷給總統擴權的一種利益交換。一九七二年三月國大開第五次會議，進行臨

時條款第四次修正，授權總統得訂頒辦法，充實中央民意機構。而這扭曲憲政體

制的動員戡亂時期，直遲至一九九一年五月一日才宣告終止。 
綜觀臨時條款的幾次修訂，除了第三次及第四次部份內容，為了因應中央民

代的凋零及欠缺法統正當性所做的補救回應外。其他幾次的臨時條款增修，都是

總統在不斷的擴權，而在總統的不良示範下，國大代表竟也有樣學樣想要擴權。

這種對憲政體制的不尊重，因人設事的憲政習慣，長久下來形成一種惡劣的政治

文化，深深影響後來的政治發展，即便是解嚴後，政治人物動輒就想修憲來達成

其政治目的，而不懂得尊重體制，以致權責不符、憲政危機接連不斷。 
 
（二）中央民代不改選 
立法委員任期三年，監察委員及國大代表任期六年，他們多數都隨同國民政

府撤退來台。到了一九五一年、一九五四年認期分別屆滿。此時，中國大陸已由

共產黨所佔據，依法辦理舉行全國性的改選已不可能。為免憲法所樹立之五院制

度陷於停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十一號解釋，乃有「在第二屆委員未能

依法選出與召集以前，自應仍由第一屆立法員、監察委員繼續行使其職權」之釋

示。國大代表之任期，「至次屆國民大會開會之日為止」，因此在次屆國民大會代

表尚未產生及開會前，亦得繼續行使職權。就這樣代表中華民國法統的立法委員

、監察委員、國民大會代表就一直未改選，直到一九九○年六月廿一日大法官會

議釋字第二六一號解釋文，做出第一屆未定期改選之中央民意代表「應於中華民

國八十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終止行使職權」，才結束為民眾所詬病的「萬年國

會」。 
第一屆民代能夠數十年長期不用改選，除了現實上的困難外，另有以下幾個

因素相輔助。第一，凍結選舉的部份並非全面性的，省級以下的議員、縣、市、



族群衝突與政治整合 

78 

鄉、鎮、村、里長的選舉照常定期舉辦，給了台灣省民部份的參政權。中央民代

是由全中國各地方人民選出，中華民國是代表整個中國，因此，暫時改選既有困

難，寧可由原代表繼續擔任，也不可由台灣一地來選出代表全國的國會議員。而

在一九七一年退出聯合國之前，中華民國也的確擁有多數外交上的承認，及安理

會常任理事國的席位，加強了這種代表全中國人民的虛幻意識。第二，國民政府

從大陸撤退來台時，擁有數十萬的大軍，雖然在中國大陸上軍事失利，但對於統

治台灣無武裝的老百姓仍綽綽有餘，加上二二八事件菁英分子的被逮捕、鎮壓，

五○年代的白色恐怖統治，因而形成民眾對政治的漠不關心，對不合理現象的無

動於衷。第三，統治當局與中央民代都是倉皇從大陸遷徙至台灣，彼此間有患難

與共的共同體認，當中央民代獲不改選得續任的政治恩惠，必然也對行政當局更

加的擁護與支持，同樣的，行政當局在面對已無民意基礎的中央民代時亦得予取

予求，因此行政、立法之間形成利益共同體。 
中央民代不改選，則立法委員所通過的法案及預算案，國民大會代表所選出

的總統、所從事的修憲工程，全都是由舊民意代表所產生，並非由其有效管轄範

圍內的台澎金馬地區人民所同意選出；這使得中央政府的權力結構不可避免的全

落入外省人手裏，而本地的台灣人則處於權力邊緣，這樣的權力和省籍的對等線

，成為台灣當今省籍問題的政治起源（王振寰，1996：59）。在軍事威權的高壓
統治下，民眾對政治議題猶可保持緘默，但當外部正當性喪失，內部的正當性與

合法性也就易引起挑戰，並引發起其「外來政權」屬性的質疑。 
 
（三）白色恐怖與限制人民之自由 
憲法第八條至十四條規定人民有身體、居住、遷徙、言論、講學、著作、出

版、秘密通信、信仰宗教、集會及結社等之自由。但因大陸內戰國、共局勢逆轉

，國民政府乃於一九四九年五月宣布台灣地區戒嚴，在戒嚴法第十一條的規定下
25，上述之自由完全無法受到憲法保障。此外，為求政治之穩定，嚴防內亂、外

患，分別頒行「懲治叛亂條例」、「動員戡亂時期檢肅匪諜條例」等法令，賦予台

                                                 
25 戒嚴法第十一條   (戒嚴地域最高司令官之職權)  
戒嚴地域內最高司令官有執行下列事項之權： 
一、得停止集會、結社及遊行、請願，並取締言論、講學、新聞雜誌、圖畫、告白、標語暨其
他出版物之認為與軍事有妨害者。 
上述集會、結社及遊行、請願，必要時並得解散之。 

二、得限制或禁止人民之宗教活動有礙治安者。 
三、對於人民罷市、罷工、罷課及其他罷業，得禁止及強制其回復原狀。 
四、得拆閱郵信、電報，必要時並得扣留或沒收之。 
五、得檢查出入境內之船舶、車輛、航空機及其他通信交通工具，必要時得停止其交通，并得
遮斷其主要道路及航線。 

六、得檢查旅客之認為有嫌疑者。 
七、因時機之必要，得檢查私有槍砲、彈藥、兵器、火具及其他危險物品，並得扣留或沒收之

。 
八、戒嚴地域內，對於建築物、船舶及認為情形可疑之住宅，得施行檢查。但不得故意損壞。 
九、寄居戒嚴地域內者，必要時得命其退出，并得對其遷入限制或禁止。 
十、因戒嚴上不得已時，得破壞人民之不動產。但應酌量補償之。 
十一、在戒嚴地域內，民間之食糧、物品及資源可供軍用者，得施行檢查及調查登記，必要時
並得禁止其運出，其必須沒收者，應給予相當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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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省警備總司令部、台灣省保安司令部、調查局等情治單位極大的權力，對於涉

有台獨、匪諜嫌疑或思想有問題者，有逕行逮捕、拘禁的處理，此間或有遭誣陷

、無辜牽連者，但在有關單位「寧可錯殺、不可錯放」的緝捕原則下，造成不少

的假案、冤獄，此段時期即所謂的「白色恐怖」時期（林書揚，1992 年；吳文

星、許雪姬，民國 90 年）。在白色恐怖統治下，據非正式的保守估計，光是一九

五○至一九五四年間，起碼有三千人以上遭到槍決的厄運，八千人以上的本省和

外省「共匪」、愛國主義知識份子、文化人、工人、原住民和農民遭到刑期不等

的監禁處分（藍博洲，1993 年：48-117）。此外，影響台灣頗大的還有「林正亨

事件」、「省立師範學院『四六』事件」、「崔小萍事件」，而被羅織與匪諜相關的

有「孫立人案」、「雷震案」、「柏楊案」……等。 
雷震與《自由中國》雜誌案的例子，最能說明有關結社、言論、出版、人身

之自由受侵害的情形。《自由中國》雜誌由雷震、胡適等人於一九四九年初在上

海所創立，後來移轉到台北來繼續發行。《自由中國》其立場是抱持民主自由的

理念，本着知識份子的良知良能，對時政提出許多針砭與批判，因而得罪許多執

政高層。尤其是一九六○年國大代表修憲取消總統任期限制前後，《自由中國》

從歷史毀譽、憲政精神、團結反共的前途，多方面闡述反對的意見。一九六○年

五月，雷震與台灣省議員吳三連、李萬居、郭雨新、郭國基、許世賢等人座談，

認為台灣民主政治要健全發展，需要組織一個強而有力的反對黨，來發揮制衡的

力量，於是有了籌組新政黨的構想與行動。這些成員主要包括外省籍的雷震、傅

正等知識份子，以及本省籍的地方政治人物如省議員、縣市議員等。然而就在組

黨活動進行的如火如荼時，九月四日警備總部以涉嫌叛亂逮捕雷震、傅正等人26

，查扣所有組織新黨的資料，《自由中國》旋即亦遭停刊，組黨活動亦被迫停止

。雷震最後被以「為匪宣傳」（曾散布「反攻無望論」）、「知匪不報」被判有期徒

刑十年。 
 
（四）黨組織的強化與對社會的滲透 
國民黨撤退來台後，蔣介石在「關於本黨改造之說明」中沉重地檢討：「大

陸反共軍事悲慘的失敗，並不是共匪有什麼強大的力量，足夠打敗我們國民革命

軍，完全是領導國民革命的本黨，組織瓦解、紀綱廢弛、精神衰落、藩籬盡撤之

所招致」（許福明，民國 75 年：46）。他還指出：「黨應為政治之神經中樞與軍隊
之靈魂。但過去對於軍政幹部無思想領導，馴至幹部本身無思想，而且在形式上

，黨政軍三種幹部互相衝突，黨與軍政分立，使黨立於軍政之外，乃至黨的幹部

互相分化。這是因為幹部無政治教育，不能使全黨黨員理解中央的政策；同時也

無法對幹部進行集體的、配合的、系統的領導與運用所致。於是，領導的方向不

明確，也無力貫徹政策之執行」（若林正丈，1994：91）。過去黨務工作的缺點就
是「黨的工作只在黨部裏面做，而不能向民眾中間發展。」脫離了群眾，黨的工

                                                 
26 「『自由中國』雜誌發行人  雷震涉嫌叛亂被捕  該刊編輯經理及會計等三人  將同由軍事機
關審判」，聯合報，49.09.05，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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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即流於形式，不能生根發展，所以蔣介石特別指示：「今後，一定要做到組織

深入社會的基層工作，滲透廣大的民眾，在社會鬥爭之中，改造社會，才算能達

到此次黨的改造的目的」（許福明，民國 75 年：48）。 
這種反省意含著黨的改造，不只是黨組織的整頓與改組而已，還要克服黨內

派閥，貫徹領導者的指揮，及以黨對國家機構與社會組織進行一元化的指導，重

建政權；改造後的黨不只要滲透到軍隊、政府，還包括社會團體（諸如工會、商

會、農會、漁會…）、學校等，其精神是要以黨領政、以黨領軍、以黨來領導控

制整個社會的發展（許福明，民國 75 年：69-75）。然而國民黨為了表示其正當

性甚於在大陸獲勝的共產黨，也為了得到美國的支持，及承認自己屬於自由陣營

的一邊，因此不得不讓黨退到組織的後面，留下民主憲政的口號和架構。經過這

樣的改造，台灣的政治體制成為以國民黨為支配中心的黨國體制，而國民黨的勢

力也幾乎變成是無孔不入、無所不在。 
 

三、國民黨在經濟層面的掌控 

國民黨威權體制在經濟掌控的作法，包括：透過土地改革，安定農村社會、

削弱地主實力，並利用汲取農業剩餘，提供軍用民食；壟斷經濟資源及分配，成

為社會經濟的仲裁者和分配者，並維持統治聯盟的凝聚。 

（一）土地改革與農業剩餘的榨取 
台灣於一九四九年至一九五三年進行一連串的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公地

放領、耕者有其天，改革的背景及原因分別可從政治、經濟和社會三方面來看。

從政治角度來看，國、共內戰，共產黨利用土地問題，動員千萬農民推翻國民黨

在大陸上的政權，並著手準備解放台灣，因此國民黨在台灣不得不立即實行土地

改革，以爭取農民支持，鞏固政權（陳誠，民國 50 年：42；Gold，1986：65）
；而土地改革的實行，得以抗拒共產黨的農地重分配訴求，具有反共的功能，符

合美國的要求，因此可獲得更多的美援（Shiau，1986：472）；同時藉著土地改
革可將台灣社會的政治權力中心，從地主手中移轉到國民黨來，亦即是削弱地主

階層的政治經濟實力，以免地主因勢力過大，挑戰國民黨的統治權威，妨礙政治

、社會的安定發展（李碧涵，1980：12）。 
從經濟的角度來看，在國民黨遷台之初，一方面要應付來自中共的武力進犯

威脅，另一方面又要安置一百多萬的追隨者，因此必須全力恢復台灣的農業生產

，使土地的生產力達到最高水準，以提供足夠的軍用民食。而土地改革可改變不

合理的租佃制度，刺激農民生產意願，增加生產量，改善農民生活，使農民不必

因生計問題鋌而走險參加革命運動（陳誠，民國 50 年：1；蕭國和，民國 76 年

：27；朱雲漢，1992：145）。 
從社會的角度來看，土地改革前，台灣原有耕地的地租租率，高達年收穫量

的 50%～70%。此外又有所謂的「鐵租」，即不顧天災人禍，年成豐歉，必須照

約定租額繳付；所謂「副產物租」，即除正額租穀外，佃農自身增施勞力資本所



第三章  少數族群對多數族群的強勢支配 

81 

得的副產物，地主亦有與佃農對分或照正產物分租比例畫分等情形。至於租期多

半為不定期，租約多為口頭約定，地主可隨時撤佃或任意加租。在這種不合理的

租佃制度下，農民的權益未受到保障，生活時常陷入困苦的境地，社會上普遍瀰

漫著不安定的氣氛（陳誠，民國 40 年：17-19；陳誠，民國 50 年：9；Gallin，
1972：317；沈宗瀚，民國 61 年：64）。 
在這種內外交迫的情形下，不進行土地改革是無法救亡圖存的；然而土地改

革的進行必然使地主的權益遭到極大的損失，容易引起地主們的強烈反抗。因此

，如何落實土地改革的進行？往往成為最重要的問題，也是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國民黨從大陸增派軍隊來台從事軍事鎮壓，實行軍事管制

，造成許多人民的傷亡。而帶領台灣民眾進行抗爭運動的領導者，許多都是當時

的地主菁英，因此當鎮壓嚴厲進行時，地主們首先受到打擊。另外大陸上國共內

戰亦方興未艾，欠缺軍需民糧，因此國民黨對台灣的地主們實行強制的餘糧徵收

。經過「二二八事件」後的政治鎮壓，及「大中戶餘糧徵收」27的經濟收奪雙重

打擊，地主階層的勢力變得相當衰弱，無力再阻撓稍後進行的土地改革（劉進慶

，1992：58-74）。28 
進行土地改革的國民黨領導階層，幾乎都是從大陸過來的，在台灣並沒有實

質的土地利益，加上當時國內外環境緊迫，因此對於土地改革措施採取嚴厲的手

段，對於違抗或阻撓改革工作的地主，則明令以軍法處理，使得改革工作得以順

利進行（趙文山編，民國 38 年：27、52）。據說，正當地方工作人員，因地主不

來蓋章的問題而感到困難的時候，陳誠巡視台中，召集地方首長和士紳談話，剴

切的說：「三七五減租工作一定要確實施行，我相信困難是有的，刁皮搗蛋不要

臉皮的人也許有，但是，我相信，不要命的人總不會有！」29這句話使得原本觀

望不願合作的地主，都不敢再抗拒土改的推行，同時可看出當時國民黨推動土地

改革的決心。 
在地主的反抗無力，及國民黨的雷厲風行推動下，土地改革獲致許多實質的

成效。三七五減租施行後，佃農因收益增加，同時又因地價跌落，使佃農得有機

會向地主洽購耕地，計自三十八年至四十五年八月間有七七、九六五戶佃農，自

力購置耕地四一、三八三甲。又自辦理公地放領以來，至四十七年底止，計有佃

農一三九、六八八戶，因承領公有耕地七一、六六六甲，而成為自耕農。自實施

                                                 
27 民國三十六年七月，國民政府公布實施《台灣省三六年度收購糧食辦法》。翌年八月，這個辦

法改為《台灣省收購糧食辦法》，將糧食強制收購加以制度化。大中戶餘糧的徵收基準，是以

稻穀年收穫量在十五公噸以上（實物土地稅額在 1500公斤以上的大戶，包含納稅義務的地主
自耕農）為對象，扣除所定的土租稅（稻穀）及自家消費米之後的剩餘糧食，以累進的比率收

購（40-60%）。在此情況下，大中戶主要是地主，十五公噸的稻穀，大約相當於三至四公頃普
通水田的年收穫量，因此大中戶餘糧的徵收實質上可看成是以大約三公頃以上的大中地主層為

對象。 
28 林文益（民國 83 年：8）認為國民黨對大中戶進行餘糧徵收，是在二二八事件後全島鬧米荒

而且大量軍隊抵台，加上大陸爆發全面性的內戰，一種結構性的必然，而不是國民黨有打擊地

主的意圖。筆者無從考查到底「大中戶餘糧徵收」是否是國民黨有意的對地主的一種打擊，但

可以確定的是該行動對削弱地主的經濟實力有非常大的影響。 
29 趙春仙，民國 38 年，「關於『三七五』的綜合報告」，台灣新生報，38.09.14，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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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者有其田政策，政府又徵收地主耕地一四三、五六七甲，放領於一九四、八二

三戶佃農之手。這一連串的改革工作，使全省公私有出租耕地三六○、七三六甲

中，百分之七十一移轉為佃農所有，使自耕地及自耕農的數量急遽上升。學者從

事後的觀察分析，認為台灣土地改革之能成功，最主要有三項因素：執政者認知

到需要有政權的合法性、統治集團與地主階級恰好是分離的不同組人，以及當權

者實施改革的決心（Tai，1972：296-303）。 
儘管台灣土地改革相當成功，但是農業區的生活水準還是低於非農業區，農

民的平均收入還是低於非農人，農業生產力的增加並沒有使農民的收入顯著增加

。造成這種看起來似乎是相當矛盾現象的主要原因，乃是政府的農業政策是發展

與榨取雙頭並進。一方面，政府致力於農業發展，而有土地改革，農產品的改進

，耕作方式的小規模機械化，以及其他增進農業生產的種種措施；另一方面，政

府的農業政策也是榨取式的，即政府在促進農業發展之際，同時也把大部份的農

業剩餘榨取出來，而轉移到工業和其他方面的發展。所謂的「以農業培植工業」

，意義就是如此（蕭全政，民國 78 年：60-63）。政府榨取這些農業剩餘的方式
或機制，主要有以下三種措施：田賦徵實、隨賦徵購及肥料換穀。 
田賦徵實是指土地稅的繳納以實物稻穀為繳納的對象，而非繳交同價值的金

錢；其係依據民國三十五年所公佈的《台灣省田賦（地租）徵收實物實施辦法》

，於當年第二期稻穀收穫時開始實施；此制度是非常時期下，避免因通貨膨賬而

造成實質土地稅收入減少的一種財政手段，同時確保軍糧供應的充足。其計算方

法是依據農地肥沃程度訂定土地級別，再決定單位面積的基本賦稅額（賦元），

接著決定每賦元的實物徵收量，並以此為基準而徵收實物田賦。土地稅除了基本

田賦外，還有作為配給地方國家公務（教職）員的實物配給之「縣（級）公學糧

」及「國防臨時特別稅」；在民國四十二年以前，這三種稅是分開徵收，但以後

則是合併徵收。因此，假如要提高土地稅時，只要調高這種實物徵收率即能達到

目的（劉進慶，1992：58、138）。 
農民在土地改革後稻作收穫量雖然獲得增加，然而田賦（地租）亦隨之上升

，使得農民的所得增加有限。從民國三十五年到五十七年，每公頃糙米生產量平

均增加兩倍，但是每賦元徵收稻穀數平均增加三倍，亦即政府對地租的徵收倍數

較農民增產的收穫量倍數來得大，將農民生產的農業剩餘加以榨取（表 3-5）。 
 

表 3-5：田賦稅率與稻米產量比較表（吳豐山，民國 60 年：107） 

每一賦元徵收稻穀數 每公頃糙米生產量 田賦與產量 
年份 數量公斤 指數 數量公斤 指數 

民國三十五年  8.05 100 1585 100 

民國三十六年 11.51 130 1474  93 

民國三十九年 14.16 160 1845 116 

民國四十八年 19.37 219 2392 151 

民國五十六年 26.35 298 3067 194 

民國五十七年 27.00 305 3188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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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隨賦徵購，則規定每繳一賦元的地租，就必須賣十二公斤的稻穀給政府

，而賣給政府的價格，平均低於市場價格的 20～60%之間。這種官價與市價的差
異，實際上就是政府對農民的隱藏性稅收（許嘉猷，1992：55）。 
然而相較於田賦徵實及隨賦收購，最令農民詬病的還是肥料換穀政策。所謂

肥料換穀，就是農民所需要的肥料，須以稻穀按照政府所規定的肥料換穀比率向

糧食局換取。而稻米和肥料的交易價格，則訂於有利於政府這一方面，亦即農民

必須以稻穀和政府交換昂貴的化學肥料。以台灣最常用的硫酸亞及尿素為例，國

內農民所施用的比率將近是其他國家的兩倍（表 3-6）。 
 

表 3-6：各國肥料施用成本費率比較表（吳豐山，民國 60 年：107） 

肥料種類     
費用比率 硫酸亞 尿素 過磷酸鈣 氯化鉀 
國別     
中華民國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日本  58.15  61.42  94.94  70.80 
韓國  60.13  58.85   63.50 
泰國  46.26  61.17  80.93  65.69 
印度  80.84  71.32 120.23  95.62 

巴基斯坦  38.33  31.98  49.03  43.80 
錫蘭  55.29  44.92   72.26 
菲律賓  75.55  106.61 110.95 
美國  61.23   86.77  71.53 
法國  56.17   49.03  51.09 
西德  57.71  50.48  80.93  52.55 
義大利  56.39   66.54  80.29 
西班牙  67.62  61.42   55.47 

 
關於肥料換穀，剛開始民間方面完全不贊成，美援機構也表示反對的態度；

但執政當局卻堅持這種方式不讓步。其提出的理由是，假如自由販賣肥料的話，

由於高利貸對農民的榨取很嚴重，因此將會增加農民的痛苦；其次，農民以現金

購入肥料，政府再以現金購入米穀，這樣會增加通貨，助長通貨膨脹；再者，若

農民的餘糧不分散在民間，不為民間商人所保有而集中在政府手中，那麼政府可

以調節軍糧及民間糧食的供需，對國民經濟會有貢獻（蕭國和，民國 76 年：82
）。學者針對這三點理由，其看法是國民黨取代原有地主階級成為新的剝削階級

，並沒有減輕農民的負擔；而執政者所擔心的通貨膨脹則是杞人憂天，根本沒有

半點證據；至於肥料換穀的真正用意，則是政府當局所承認的，成為國家統制糧

食的手段（劉進慶，1992：142）。 
在經過土改和農業剩餘的榨取，地主們的命運有很大的轉變。有一部份沒有

遠見而將股票便宜脫手的地主就此沒落，另一部份則轉身為中小商工業者，個別

的浮沉相當劇烈，但這個階層應該是提供了六○年代以降民間企業發展的經營人

才。此外，他們對國民黨政權的態度，五大家族中的林獻堂自我放逐於東京，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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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兄弟的辜寬敏在東京一度進行台獨運動，可看出他們對國民黨當局的不滿。至

於直接承受光復後之陳儀政權或黨國威權體制的多數舊中小地主階層，面對政經

壓迫與既得利益的流失，應會有更強烈的不滿。這些潛伏在黨國體制強力壓抑下

的不滿，是造成本省舊地主們「省籍矛盾」的感情根源之一（若林正丈，1994
：115-116）。 

 
（二）壟斷經濟資源及分配 
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對日本人企業的戰後處理，關鍵性地決定了以後台灣

經濟構造的重組方向；它實際上是把戰前日本人在台灣所擁有的龐大資產置於國

民政府的管理之下。換句話說，不外是把曾經支配過台灣經濟的日本獨佔資本予

以國有化，而重組成國家資本。 
合計至一九五○年所接收的日產，包括日台合辦企業，大概有 860個單位，

在這中間日本人支配的企業（即日籍資本過半的企業）有 775個單位，台灣人支
配的企業有 85 個單位。台籍資本支配的企業原則上賣給原企業股東。至於日籍
資本支配的企業，其中的 376個單位出售或預定出售，399個單位公營化。關於
公營化的企業，依經營管理的政府機構別可再分為國營、國省合營、省營及縣市

營四種形態。其中：石油、鋁業及鋼鐵關係有 22 種企業是國營；電力、肥料、

造船、機械、製紙、糖業、水泥等 43 種企業由國省合營；工礦、農林、航業、

保險、土木建設及金融業等 306企業由省營；其他殘餘的 9家企業重組為縣市經
營；此外還有 19家企業由國民黨台灣省黨部所接收（劉進慶，1992：25）。 
雖然接收的日產企業中有過半的單位賣給民間，但賣掉的企業多半是零細小

規模的企業，若由政府來經營管理反而會相當困難。至於公營化的企業全都是大

規模的，構成各產業基本部門的企業。因此公營化部門在台灣經濟中所佔有的地

位可謂相當重要。此外，生產及金融部門中，主要接收的企業之重組的狀況，皆

列在表 3-7中。如該表所示，由曾經是最大的產業的「糖業」開始，至一九三○

年後半期戰時工業化過程中所興起的石油、電力、鋁業、肥料、蘇打、機械、造

船、水泥及製紙等殖民地時代所有的主要產業及金融機構，全部改組成公營企業

。其他如貿易、商業、交通、運輸等各部門的主要日產企業，也同樣地全部被編

入公營企業中。例如：在貿易商業部門，國府接收了戰爭末期所成立的主要編制

機構「台灣重要物資營團」（組織三井物產和三菱商事等財團的貿易商業統制公

司），並且重組成省營台灣省貿易公司（一九四六年變成台灣省貿易局，一九五

二年改為物資局）。另外，在交通運輸部門裏頭，鐵路部門（台灣鐵道株式會社

等）被改編成省營台灣省鐵路局；陸上運送部門被改編為省營台灣省公路局。經

此，公營企業在經濟諸領域所佔的規模可說相當龐大，幾乎是壟斷了當時最重要

的經濟資源。戰前日本獨佔資本在戰後全部、原封不動地被編入國民黨的國家資

本中。表 3-7可如實地顯示出兩個時期支配性資本的歷史性轉換重組關係（劉進

慶，1992：25-28；陳師孟等，1991：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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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從主要日人企業編為公營企業系列一覽表（1945-46） （劉進慶，1992：26-27） 
 日本人企業 公營企業 

 台灣，台灣儲蓄，日本三和 省營 台灣銀行 

 日本勸業 省營 台灣土地銀行 

銀 行 台灣商工 省營 台灣第一商業銀行 

 華南 省營 華南商業銀行 

 彰化 省營 彰化商業銀行 

金 庫 產業金庫 省營 台灣省合作金庫 

人壽保險 千代田，第一，帝國，明治，野村，安田，住友，三井

，第百，日產，大同，富國徵兵，第一徵兵 

省營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 

產物保險 大成，東京，同和，日產，大倉，大阪，住友，興亞，

海上運送，安田，日新，千代田，大正 

省營 台灣產物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 

金

融

機

構 

無限公司 台灣勤業，台灣南部，東台灣，台灣住宅 省營 台灣合會儲蓄股份有

限公司 

日本海軍第六燃料廠，日本石油株式會社，帝國石油株式會社，台

灣石油販賣株式會社，台拓化學工業株式會社，台灣天然瓦斯研究

所等 

國營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

司 

日本鋁業株式會社 國營 台灣鋁業公司 

台灣電力株式會社 國營 台灣電力有限公司 

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台灣製糖株式會社，明治製糖株式會社，鹽

水港製糖株式會社 

國營 台灣糖業公司 

台灣電化株式會社，台灣肥料株式會社，台灣有機合成株式會社 國營 台灣肥料公司 

南日本化學工業會社（日本曹達，日本鹽業，台灣拓殖），鐘淵曹

達會社，旭電化工株式會社 

國營 台灣碱業公司 

台灣製鹽會社，南日本鹽業會社，台灣鹽業會社 國營 中國鹽業公司 

台灣船渠株式會社（三井重工業）基隆造船所 國營 台灣造船公司 

株式會社台灣鐵工所，東光興業株式會社高雄工場，台灣船渠株式

會社高雄工場 

國營 台灣機械公司 

專賣局（酒，香菸） 省營 台灣省菸酒公賣局 

樟腦局，日本樟腦株式會社 省營 台灣省樟腦局 

淺野水泥株式會社，台灣合成工業株式會社，南方水泥工業株式會

社，台灣水泥管株式會社 

省營 台灣水泥公司 

台灣興業株式會社，台灣紙漿工業株式會社，鹽水港紙漿株式會社

，東亞製紙工業株式會社，台灣製紙株式會社，林田山事業所 

省營 台灣紙業公司 

農林關係企業（茶業 8單位，鳳梨業 8單位，水產業 9單位，畜產

業 22單位，計 45單位） 

省營 台灣農林公司 

生

產

企

業 

工礦關係企業（炭礦業 24單位，鐵鋼機械業 31單位，紡織業 7單

位，玻璃業 8單位，油脂業 9單位，化學製品業 12單位，印刷業

14單位，窯業 36單位，橡膠業 1單位，電氣器具業 5單位，土木

建設業 16單位，計 163單位） 

省營 台灣工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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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除了壟斷國家資本外，對於民間部門的經濟活動的控制亦毫不放鬆

，從進出口管制、重要農工原料配額、外匯管制、複式匯率、物價管制，到利率

管制及信額配貸，每一種管制都在在影響到生產者的競爭機會或生產成本。執政

當局當然會充份利用這些經濟特權，做最有利於其政權鞏固的運用，而外省籍企

業家則是較大的受益者30，至於台籍企業家多少受到歧視，及無法贏得執政當局

的信賴。31此外，執政當局在民間部門則劃分出一些寡佔或獨佔性經濟利益，來

支持其控制機制之運作及維持統治聯盟之凝聚。基本上是將全國性寡佔經濟分配

給黨營及榮民事業系統，區域性寡佔經濟分配給地方派系，至於用來酬庸少數親

貴或本省籍世家者，則無一定原則可循。這其中又以對地方派系的壟斷性分配與

經濟籠絡較為重要，因為國民黨外來屬性的特質使它與民間有段距離，正需透過

地方派系的民間動員反映在選票上的支持，給予統治的合法性地位。因此，國民

黨以四種經濟特權來籠絡地方派系，包括：政府特許下的區域性經濟佸動（如信

合社、農漁會信用部、汽車客運公司）、省營行庫的特權貸款、省政府及各級地

方政府的公部門採購、及以地方政府公權力所換取的經濟利益（如利用都市計劃

或公共建設規劃來進行土地投機炒作、經營地下舞廳及賭場）（朱雲漢，1992：
146-152）。 

 

四、國民黨在社會文化層面的掌控 

國民黨威權政體在社會文化掌控的作法，包括：強行國語政策，壓抑台語廣

播、電視及電影，使客家、原住民、閩南族群的語言及文化受到嚴重的壓抑和流

失。 

（一）推行「國語政策」 
語言是政治力的展現，族群間會以政治角力來決定語言的使用，以求維持或

改變現有的政治結構與權力關係（施正鋒，1996：56-58）。語言的強弱、優劣，

表現在四種競爭力：即人口、文化、經濟、政治；而國語在台灣具有優勢的競爭

力完全依靠政治力。在國民政府未接收台灣之前，國語在台灣，無論是人口、經

                                                 
30 當時有美援機構提供低利貸款和淘汰技術給台灣私人企業，對台籍資本家的興起有一定的幫

助。但由於對民營企業的美援貸款業務，均由國府各機構承辦或核轉，在援助程序及結果上，

外省人通常比台灣人在消息取得及人情請託上佔上風（文馨瑩，民國 79 年：263）。 
31 設在秦皇島的「耀華玻璃公司」在政府遷台後，部份設備閒置多年未用，新光集團創辦人吳

火獅找中信局副局長吳幼林商談洽購，打算獨資做玻璃公司。但因吳幼林堅持要佔有百分之三

十股權而作罷。後來吳火獅才知道，吳幼林如此堅持是因為他認為像耀華這種由大陸遷台的公

司，應屬於大陸人民，不可以在台灣賣掉。 
  又吳火獅看好人纖製造業，為了建造一個廠，天天跑去找尹仲容，當時尹仲容告訴他：「大陸

那麼大都找不到人才了，憑你一個小毛頭，又是本地人，沒有特殊背景，想要做成這件事，那

是不可能的。」最後，吳火獅經人介紹，找到江西財團大秦紡織老闆石鳳翔才合資創辦了中國

人纖公司，而擔任董事長的是這位與蔣介石有親戚關係的石鳳翔，發起奔走的吳火獅則擔任常

務董事，即便後來公司虧損其他股東要將股票賣給吳火獅，吳亦將訂金交給中介者，但因經濟

部官員反對將此大公司交給本省籍年輕企業家而作罷，直到廿年後吳火獅才當上中國人纖公司

的董事長（徐瑞希，民國 80 年：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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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政治方面的競爭力幾乎等於零。只有文化上稍微有一點勢力，但也只限於書

面語而已。戰後國民政府挾其政治優勢，強力推行國語，壟斷了所有教育權、傳

播權、使用權，因此使國語成為台灣最具有競爭力的語言（洪惟仁，1992：39-40
）。國民黨推行「國語政策」的背後動機，可從兩個層面來看。一、大一統的信

念，並以中原中心主義為基準。從大一統又衍申出「政治的統一需要語言的統一

」。二、國民黨要維持它在台灣的既得利益，因此壓抑台灣本土文化。透過「國

語政策」灌輸大一統的思想，以及中原文化至上、國語至上的觀念，使其成為弱

勢族群的信仰，並進一步改變其認同（張裕宏，1995 年：85-100）。 
菁英通常會運用四道語言關卡來達到政治支配的目的： 
1.禁止使用某語言。 
2.規定以某族群的語言為政府、媒體、法院以及學校的用語。 
3.強制以某族群的語言作為就業或取得執照的要求，而非以能力來考量。 
4.禁止操某語言的族群參與。 
台灣推行「國語政策」的過程，從一九四五年台灣省行政長官公署甫成立，

即向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請求派遣專家，來台協助推行國語。魏建功、何容、

孫培良共八人陸續從一九四五年十一月到達台灣，開始籌設「台灣省國語推行委

員會」和各縣市「國語推行所」。省和縣市的國語推行機構實際負責「國語」教

育的訓練、傳習、督導等工作。 
省國語會成立後，於一九四六年訂定「台灣省國語運動綱領六條」： 
1.實行台語復原，從方言比較來學習國語。 
2.注重國字讀音，由孔子曰引渡到國音。 
3.刷新日語句法，以國音直接讀文，達成文章還原。 
4.研究詞類對照，充實語文內容，建設新生國語。 
5.利用注音符號，溝通民族意志，融貫中華文化。 
6.鼓勵學習心理，增進教學效能。 
從綱領的內容可看出執政者亟欲透過國語教育改造台灣人的意識，例如第三

條「刷新日語句法…」，其旨在去除日本化的影響。而第一條「實行台語復原，

從方言比較來學習國語」，並非無條件縱容「台語」的自由使用，而是為了抑制

日語過度膨脹，為了壓抑日語，初期只好借重本土語言，使日語退出台灣人的生

活圈，等到日語完全剷除了，再來消除方言（黃宣範，民國 82 年：100-102）。
再從第五條「利用注音符號，溝通民族意志，融貫中華文化」，可看出政府欲透

過國語的學習使台灣人接受中華文化，因此，語言教育實際上是一種思想教育，

要灌輸一套意識型態。 
行政長官公署於一九四六年七月十七日下令各中小學，自一九四六學年度八

月起，教師施教「應一律用國語（包括本省方言）講授，不准再用日本語，惟徵

用之日本教師，自屬例外」。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黨更加強力推行國語、禁止

日語和本土語言。國民政府撤退來台後，對分離意識更加戒慎恐懼，因此壓制方

言的手段也就更加厲害。一九五一年七月十日教育廳下令，「各級學校應以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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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嚴禁以日語或方言教學」，「聘請教員時應注意其國語程度，如屬太差，應

不予聘用」。 
除了教學之外，教師之間、教師與學生之間談話都必須用國語從事一切活動

，包括集會、教學、談話甚至聊天，或與校外人士見面談話皆是。除三令五申外

，並於一九五二年十一月廿八日由教育廳頒「台灣省國民學校加強國語教育辦法

」做詳細規定，責成校長負責監督、指導及考核之責。種種規定即在使學校成為

一個「完全說國語」的環境。一九六三年七月廿二日教育廳頒「台灣省公私立小

學加強推行國語注意事項」又作了比上述辦法更細密的規定，將「推行國語」列

為校長及教師的考績之一，而「說國語」則影響學生操行成績。另外並以選拔「

國語模範生」，頒發「國語成績優勝」團體錦旗或獎牌，並以公開頒獎表揚的方

式誘導學生說「國語」，可以說恩威並濟。 
一九五六年十二月十七日省教育廳頒佈「台灣省省立小學、國民學校辦理成

績考核標準」，更規定「確切實施國語教學，各科教學及課外活動，一律使用標

準國語」，使「推行國語」成為考核學校辦學成績的項目之一。一九七○一月十

七日「行政院所屬各級機關專業人員獎懲標準」教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規定：1.
推行國語切實有效，經考核成績確屬優良者，予以嘉獎。2.推行國語不力者，予

以申誡。除了教師教學時須用國語，另一方面也要求學生在學校必須使用「國語

」，一九五五年，教育廳修正「台灣省中等學校獎懲辦法」，規定「不講國語者，

應予記缺點或警告」，而這樣的規定不斷重覆出現32在學生獎懲標準中（謝麗君

，民國 86 年：41-44）。 
根據上述種種命令與規定得知，「推行國語」的績效不但關乎校長、老師的

考核成績，學生說標準的國語還可以得到公開表揚與獎勵。於是，學校設糾察隊

，鼓勵學生相互監督，對說本土語言學生施以體罰、罰錢或掛牌子等侮辱性的處

罰，造成學生錯誤的以為說母語是種羞恥的行為。 
此外，在公部門的政府機關亦雷厲風行的在推動使用國語。一九四五年起各

機關已紛紛開辦「國語講習班」。一九四六年十月一日行政長官公署頒布「台灣

省各級行政機關設立國語國文訓練班實施辦法」，規定各級行政機關設「國語國

文訓練班」，務使公務員學習國語。一九四七年二月一日頒布「台灣省各機關公

務員國語國文補習班設置辦法」，規定對於成績優異之公務員儘先依法升用。一

九五三年七月廿七日，省政府再度頒布「台灣省各機關舉辦員工國語補習班實施

辦法」，此一辦法所稱員工將行政機關、公營事業、金融及交通機構之職員及技

工全部納入，並規定必須在一九五四年六月以前使全部員工皆能使用國語，如果

結業考試成績不及格者，視為學力不足，在考成時則不予晉級。在一九五四年六

月之後，教育部仍不斷要求各機關舉辦「國語補習班」，同時在一九五七年一月

七日頒布「台灣省公教人員國語標準測驗實施辦法」，對於測驗不及格者要求其

                                                 
32 一九六六年頒布「各縣市政府各級學校加強推行國語計畫」，明訂：1.各級學校師生必須隨時
隨地使用國語；學生違犯者依獎懲辦法辦理。2.嚴禁電影院播放方言、外語。3.嚴加勸導街頭
宣傳勿用方言、外語。4.各級運動會禁止使用方言報告。5.嚴加勸導電影院勿以方言翻譯（陳
美如，19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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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至及格為止，此外國語標準測驗每年必須調查統計一次，並予以獎懲。對公

務員國語能力的過份重視，而輕忽其行政能力的評等，造成公務機關高職等之公

務人員，幾乎以外省籍人士或大陸歸來的半山居多，不諳國語的本省人只能屈居

最基層中下職等的公務員。 
 
（二）壓抑台語廣播、電視及電影33 
除了前述的教育權及使用權外，台語（包括客語、原住民語）的傳播權亦受

到壓抑。一九六二年台灣電視公司開播，一九六三年七月一日行政院即公布「廣

播及電視無線電台設置及管理規則」，第卅四條規定「電視節目所用語言，除因

特殊原因經奉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以國語為主」。一九六三年十月十九日行政

院再公布「廣播及電視無線電台節目輔導準則」，第三條規定「電台對國內廣播

，其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節目時間比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五十，如分設國

語與方言兩廣播部份，其方言節目時間之比率，合併計算仍以不超過百分之五十

為限」。一九七二年十二月一日教育部文化局以行政命令通知三家電視台：「自本

月起，減少方言時間，閩南語節目不得超過一小時，分兩次播出」。一九七六年

一月八日行政院公布廣電法，規定「電台對國內廣播播音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

逐年減少，其所佔比率由新聞局實際需要定之」（黃秀如，民國 80 年：56；洪惟
仁，1992：48）。 
本省人在國民黨的高壓統治之下，其心情與被日本帝國殖民統治是類似的，

政府強迫推行國語，禁止方言，使得不擅於國語表達的本省人，深感自己「很差

勁」。這種自卑感，以致於在一九五○年代初期的電影工業，本省人沒有充分信

心進行大型投資，從事台語片的籌製與拍攝。而當一九六○年代台語片電影逐漸

上軌道後34，政府則在獎勵政策上，又獨厚國語片電影，以致於在電影圈產生了

兩大派系，國語系被視為是「正統」，台語則是「旁門左道」（葉龍彥，1999：43
）。 
台語片電影興起一九五○年後期，學者歸納出幾個因素：包括農村社會經濟

的繁榮、觀眾渴望母語電影的出現、本省電影人才躍躍欲拍、廈語片的刺激、歌

仔戲的發展面臨轉型期、新劇運動陷入低潮後的人才出路等（葉龍彥，1999：54-65
）。然而這股台語片的熱潮，前後不過維持十五年左右，一九七○年初期即迅速

走下波，除了一窩蜂搶拍濫拍導致生產過剩、電檢制度的傷害、電視娛樂的崛起

與替代、國語運動成效的浮現等因素，政府的打壓或者是邊緣化的政策亦是重要

                                                 
33 純以客語發音的電影只有 1973 年所拍的「茶山情歌」一部。此後，依鍾理和故事改編的「原

鄉人」，以及「青春無悔」亦有相當部分客語（盧非易，民國 86 年：94）。因為客語片的數量

實在太少了，所以此處僅討論台語片的興衰。 
34 一九六○年代前五年是台語影片的高峰期，甚至有年產量達到百餘部的記錄，這除了因台語

影片極為旺盛的製作活力，造就一批新生代的電影人才外，也表現出民間對電影狂熱與大眾對

電影娛樂的需求迫切。……如果說台灣在五、六○年代有極為興盛的電影製片活動，其焦點並

不在國語影片，而是在台語片的製作上。六○年代是台灣影業的轉捩點，這樣促進工業形成的

基礎並非僅有公營片廠即可以全竟其功的，台語影片也是這股推動工業雛型肇建的重要策動者

（李天鐸，199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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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黃秀如，民國 80 年：49-64；李天鐸，1997：127-129）。 
一九五九年十一月教育部規定電影院放映國語片絕對不准加用台語說明，違

者予以糾正或勒令停業，強迫電影觀眾必須接受國語，並且逐步減少台語影片的

影響力。一九六二年行政院公布「輔導攝製國語影片貸款辦法」，以國語影片為

主要輔導對象，其旨在鼓勵國語片生產，幫助國語片在台語片興盛時期，逐步穩

健發展，並於一九六四年就立見成效。35而同年新聞局公布的「獎勵優良國語影

片辦法」，自始即以國語片為獎勵對象，對台語片不但沒有任何輔導，甚至加以

限制，並且將台語片排斥於金馬獎之外、禁止進入電影文化結構。這種一方面輔

導獎勵國語片，卻任由台語片自生自滅36，其結果就是台語所代表的庶民文化漸

漸在電影史上消失蹤跡（黃宣範，民國 82 年：52）。 
 
 
 

第三節  比利時與台灣少數族群支配的比較 

學者指出，新國家的建立與整合有幾項基本的步驟。第一，創造國家認同的

象徵，諸如：國家領袖、國旗、國歌。其次，是建立國家的政治制度。第三，創

造一個教育制度。第四，在教育基礎上發展國家的榮耀（Birch，1989：9-10）。
比利時於一八三○年革命建國，一八三一年制憲並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成為獨

立、中立的新國家。台灣於一九四五年二次大戰後，結束日本殖民統治，回歸中

華民國政府治理，基本上是轉換新的執政者，也有新政府的氣象與意涵。比利時

與台灣，雖然在新國家、新政府的背景不同，但卻有個共同的特徵----統治集團
是少數族群的支配。以下將簡單歸納、比較這兩個少數族群支配的歷史背景、權

力來源、支配範圍與多數產生反抗的情形。 
 

壹、少數族群支配的歷史背景比較 

                                                 
35 一九六二年生產國語片七部，隔年八部，但到一九六四年，驟昇為二十二部，從此一路攀升

，即使在一九八三年後開始下滑，也始終未落至二十二部以下，一直到一九九六的十八部（盧

非易，民國 86 年：97）。 
36 「十年來的成就  未獲各方重視  郭南宏痛心疾首  認負責當局有欠公平」，臺灣日報，

54.03.23，第三版。此則新聞報導，是臺灣日報籌備台語片影展所舉辦的影劇界人士座談會內
容，導演張英對若干人沒有看過最近出品的臺語片，而信口批評臺語片水準如何如何一事，表

示極度痛恨，他說「現在臺語片的水準比以往提高了不知多少倍，自己不看不要信口批評，實

在令人苦痛之至，現在臺灣日報舉辦的這一次臺語影展，正可以給這批人看一看，臺語片並不

會令人失望的」。郭南宏對負責當局不重視臺語片，認為極端不公，他說「以電影發展的歷史

而言，國語片已有四十多年，換句話說，國語片有今天的成就，是由四十多年的經驗累積而來

的，但臺語片發展的歷史，連頭帶尾不過十年左右，試想以短短的十年時間，有今天這種成就

，我們自己認為是不容易的，但令人氣餒的是，負責當局對臺語片不予重視，使臺語片今日在

社會上沒有地位，這是我們最痛心的」。 
  若從整個臺語片發展史來看，民國 54 年幾乎快達臺語片量產的黃金年代，然而兩大導演居然

尚且發出如此不平之鳴，可見臺語片的地位是如何的不受當局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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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利時境內有說荷語、法語及德語的族群，這個現象已存在千年以上。由於

比利時的地勢平坦，加上位居交通往來要津，因此經常處於列強交戰之處，並淪

為強權的佔領與統治。儘管是如此，法語在獨立建國前，至少已有三百多年的歷

史成為該地的強勢語言。說荷語的人雖然一向略多於說法語人口，但因為荷蘭統

治期間短、加上威廉一世的語言政策推行不力，因此並未大幅提升荷語在比利時

的地位。 
比利時的革命，基本上是由說法語的中產階級所領導，革命之後由他們籌組

政府、制定憲法、掌握政府重要政經資源。他們也以自身利益為出發點，制定有

利於法語族群的政治、經濟、教育、社會文化的環境，形成居人口少數的法語族

群支配人口多數荷語族群的政治情勢。不過十九世紀居優勢的法語族群和廿世紀

的有些不同，前者尚有許多資產階級和高級牧師居住在法蘭德斯的大城市境內，

到了二十世紀三○年代以後，除了在布魯塞爾之外，法蘭德斯地區已成為單語區

，沒什麼法語人口，語言族群間的對峙就等於地理空間的隔閡。此外，說法語人

士並非來自法國的移民，他們是原本就世居在比利時的，因此統治階級是本地的

、而非外來的。 
台灣從被滿清割讓成為日本殖民地到二次大戰結束，歷經了半個世紀。日本

甫投降，國民政府馬上成立台灣省行政長官公署，並派陳儀來台受降與接收。接

收人員絕大多數是大陸各省的外來人口，以及少數台灣本地移居大陸內地讀書或

工作的半山。由於海峽兩岸分隔已久，彼此文化差異頗大，加上陳儀政府壟斷政

經資源、施政又貪污腐敗、造成經濟衰退、民生困苦，因此接收不到一年半即發

生二二八事件。陳儀為早日弭平騷亂，請求中央派軍鎮壓，造成台灣許多知識份

子及地方菁英的重大傷亡。 
國共內戰，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於一九四九年前後約有兩百萬軍民移入台

灣。這些新移民者，除了包含國會及中央政府各行政機關外，還包括擁有海、空

、裝甲等現代裝備的三軍。這些從大陸各省來台接收的官員，以及從內戰中撤退

來台的新移民，相對於台灣本省人來說，都是外來的統治者。他們在內戰中是失

利的一方，曾面臨失去生命安全的威脅，也期待能夠反攻回大陸，因此統治集團

有相當的內聚力，也不太願意把重要權力資源分配給台灣本省人。外省籍族群人

數雖然相對較少，但因為掌握黨、政、軍、特等國家機器，因此輕易的統治居人

數絕對優勢的本省人。 
 

貳、少數族群權力來源的比較 

比利時的政府體制是君主立憲制，國會分為上下議院，議員依規定定期舉行

改選。選舉制度提供了反映民意的機制，以及政府統治權力的正當性來源。但因

為選舉權設有財產額度的限制，而符合投票權的又多是說法語的資產階級；因此

，在投票權未完全取消財產權的限制，放寬至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普選權前，

居人口少數的法語族群穩居統治的優勢地位。此外，英、法列強為維持比利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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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獨立的政治地位，給予比利時政府外交承認及強烈支持，更是提供少數族群

政權統治的正當性來源。 
台灣雖然也舉辦各種大大小小的選舉，從總統選舉到鄉鎮村里長選舉，但因

為大陸地區已淪為共產黨所佔據，無法依規定正常辦理選務，於是第一屆中央民

意代表（國大代表、立法委員、監察委員），在第二屆未選出前繼續行使職權，

成為不具有民意的民意代表。由不具民意的國大代表選出總統，及不具民意的立

法委員通過政府總預算案和法律案，其國內正當性必然降低不少。所幸，因國際

冷戰對立的關係，台灣位處亞、太重要戰略地位，因而獲得以美、英為首的資本

主義一方的承認，而有了外部的正當性。不過，真正使台灣的外省少數統治族群

獲得穩固的統治權，應該是掌握國家軍事武力的指揮權；二二八事件的軍事鎮壓

，及五○年代初的白色恐怖，使民間對政治噤若寒蟬。 
 

參、少數族群支配範圍的比較 

比利時法語統治集團利用制憲、修法手段，獨尊法語、貶抑荷語的地位，造

成法語人士在政治、經濟、司法、教育、社會文化等層面，佔盡了各項優勢與方

便，法語的支配範圍可說是全面性的。 
在台灣，以外省族群為核心的國民黨統治集團，不論是政治權力的獨佔、經

濟資源的壟斷以及社會層面的控制，其支配的範圍亦是全面性的。不過，在程度

上，台灣的支配與控制較比利時嚴厲許多。這可能也和前面所述及的相關，國民

黨外來政權的性質、擁有強大的軍事武力作後盾，以及流亡陰影的不安定感等，

使其在從事改革（土地改革）、滲透（黨的改造與滲透）及支配（推行國語政策

）時，都相當的嚴格與貫徹。 
 

肆、多數族群對被支配所產生反抗的比較 

比利時法蘭德斯人面對荷語地位的低落，個人權益的受損，於獨立不久後，

就由藝文界人士發動請願活動，爭取荷文在法蘭德斯的恢復、流通與使用，法蘭

德斯人能夠以荷語被統治、被審判及受教育，以及恢復法蘭德斯的光榮與尊嚴，

爾後史家稱此為「法蘭德斯運動」（Flemish Movement）。經過幾十年的努力，國

會通過法律，使荷語在法蘭德斯具有與法語相同的法律地位，亦即在法蘭德斯地

區是採用雙語主義，但在南部的瓦隆尼亞卻仍維持只有法語的流通。綜觀十九世

紀法蘭德斯運動的成效，喚起了法蘭德斯人的意識，爭取到在法蘭德斯地區的司

法、行政、教育等領域使用荷語的權利。然而，這與全面性的恢復法蘭德斯人在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地位上的平等，尚有相當大的一段距離，整個法蘭德斯運

動一直持續不斷到廿世紀末為止。 
台灣在經過二二八事變和五○年代白色恐怖後，本省籍的台灣民眾變得對政

治相當冷漠。台灣省議會雖然有一些無黨籍省議員炮火猛烈的批判，但基本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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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礙於中央政府的統治權威。一旦有人想挑戰統治階層的權威，那就不被允許

。雷震主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對統治當局的諸多批判早已惹來不悅，當他與

本省籍的政治菁英串連與掛鉤，有意籌組反對政黨，馬上引來政治整肅，以坐監

收場。在執政當局的高壓統治下，多數族群的反抗完全被壓制。 
 
 
 

第四節  小結 

比利時和台灣的少數族群得以在新國家（或新政府）成立之際，成為統治勢

力的優勢族群，有其歷史因素和制度因素。在歷史因素方面，比利時未獨立前法

語族群就已居優勢的相對地位，比利時革命戰爭時又居領導地位，因此戰後自然

成為統治勢力。在台灣方面，二次大戰後台灣脫離被殖民的地位，回歸中華民國

政府管轄，國民政府派員來台接收，以及二二八事件從大陸派軍來台鎮壓的，都

是以外省籍人士居多，於是自然掌握軍、政大權，迨國共內戰爆發，國民政府統

治機構撤遷來台，更是將整個統治勢力搬移過來。 
在制度因素方面，比利時以財產擁有數來限制公民投票權，使得居人口多數

的荷語族群參政權受到嚴格限制，而無法爭取應有的各項公民權益。在台灣，雖

然有各項基層選舉，但攸關最後政經資源分配的中央政權，因為資深民代不必改

選，於是形成資深國代修憲、選舉總統副總統，資深立法委員通過法律案及總預

算案，政府既沒有有效監督制衡，政權也沒有政黨輪替的現象，以外省族群為主

的統治機構其強勢支配基礎相當穩固。 
以少數族群統治多數族群，為鞏固其統治基礎，維持其統治優勢，基本上強

勢支配的領域都會盡量涵蓋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司法、社會文化等各層面

。但台灣的少數支配又較比利時來得嚴密與更甚，這可能和外省族群是從中國大

陸移入的，戰爭逃難中所產生的嚴重不安全感，加上本身擁有極為優勢的軍事武

力為後盾，有密切相關。 
有壓制必有反彈，壓制的力量愈強，反抗的次數與程度也許會較少，但不會

完全消失。例如，台灣的「自由中國」雜誌與黨外人士擬籌組政黨，因為壓制力

量過大，反抗勢力相對就較弱較少。反觀比利時的少數法語族群支配，因為較少

動用軍事武力鎮壓，所以有法蘭德斯運動爭取社會文化自主權的萌芽。然而，一

旦遇上國際局勢轉變，制度跟著相應調整，少數統治的正當性也在弱化中，則多

數族群必然會群起抗議，爭取應有的權利與權力分配，此時少數族群必然不甘就

此讓出原有的優勢地位，於是動用鎮壓、反制的勢力以求力挽狂瀾，族群間的衝

突乃勢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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